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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公交让海口更美丽

“安凯美丽中国行”
第五季再出发

人们每一次乘坐新能源公交出行，都是在
用行动为绿色城市、美丽城市的建设贡献着自
己的一份力量。

近日，以生态环境作为城市发展竞争优势
的海口市与新能源客车企业——安凯客车携手
合作，大力发展新能源公交。3月24日，在“安
凯美丽中国行”第五季海口启动之际，安凯客车
与海口公交举行了150辆纯电动公交车的交付
运营仪式，为海口绿色公交建设写下了浓墨重
彩的一笔。据悉，海口市今年力争新能源公交
的比例将达到100%。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为应对
城市拥堵和环境污染带来的挑战，海口市近年
来大力推广新能源汽车，公交清洁能源车辆占
比在全国重点大城市中处于前列。在海口市现
有的1722辆公交车中，清洁能源和新能源车辆
有1381辆。

此次150辆安凯纯电动公交的交付运营，
将让海口的零排放步伐越走越快，不仅为海口
市民带来绿色环保的出行服务，而且能提速城
乡交通一体化发展，加快推动海口建设美丽城
市的步伐。

在美丽城市的建设过程中，海口市始终坚
持绿色公交与美丽城市相伴而生的发展思
路。安凯之所以能够得到海口公交的信任，主
要有以下原因：一方面，安凯在新能源客车研
发领域拥有强大的实力，拥有我国首个也是唯
一一个电动客车整车系统集成领域的国家工
程研究中心，被誉为新能源客车的“最强大
脑”；另一方面，“安凯美丽中国行”活动是安
凯客车的品牌活动，让“美丽中国”的概念持续
深入人心。

4月8日，猎豹CS10 1.5T、猎豹CT7双车
登陆海口。无论您是钟爱野性十足的皮卡，还
是钟爱时尚美观的都市SUV，猎豹汽车都将全
方位满足您的需求。

猎豹CS10 1.5T，可以让你体验都市SUV
的轻奢风范。动力方面，猎豹CS10 1.5T搭载
了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50马力，动力
更加强大的同时也进一步降低了油耗。

猎豹CT7采用大尺寸宽体设计，拥有出
色的承载能力和超大空间。在车身细节方面，
猎豹CT7采用钢板非独立悬架，提高了整车
刚性。

猎豹CT7在动力方面的表现同样让人惊
喜，1.9T涡轮增压柴油发动机表现出强大的性
能，低转速区间内也可以拥有充沛的扭矩输
出。在油耗方面，CT7采用1.9T高压共轨柴油
机，配合5MT变速箱，提供强劲动力的同时也
能兼顾到效能和排放，减少出行成本。

咨询电话：
0898-68617053
销售服务商地址：
海口市秀英区南海大道235号福田汽车城

东侧第二铺面

4月8日，威驰FS上市发布会在海
口举行。发布会上，威驰FS带来1.3L
及1.5L两种动力8款车型，售价区间为
6.98万元—10.98万元，为消费者带来
全新选择。

作为一汽丰田年轻化战略与小型车
战略下的第一款两厢车，威驰FS继承了
一汽丰田一贯的高品质、低故障率的优
点。威驰FS的前脸采用Keen Look锋
锐设计，匹配大尺寸蜂窝状下格栅与镀铬
V型上格栅，造型简雅有张力。

威驰FS除了搭载ABS制动防抱死
系统之外，还全系标配了众多主动安全配
置，如VSC车身稳定性控制系统、TRC牵
引力控制系统、HAC上坡辅助功能、EPS
电子助力转向系统。再加上丰田独有的
ISO-FIX标准儿童座椅固定装置等被动
安全配置，将主被动安全系统有机结合，
给用户带来全新的驾驭体验。

威驰FS搭载的双VVT-i NR系列
发动机，应用丰田专利的双VVT-i可
变气门正时技术，在实现燃油充分燃
烧、减少排放的基础上，输出强劲充沛
的动力。

威驰FS配备的手自一体 8速 S-
CVT超智能无级变速器，具有变速范围
大、传动效率高、重量轻、体积小等特
点。在追求更低油耗的同时，S-CVT
超智能无级变速器，可随时根据油门踏
板的开度及发动机转速做出换挡选择，
带来畅快自如的加速感。手动模式下，
驾驶者更能通过“+”“-”挡操作8个模
拟挡位，获得手动换挡的加速体验，进
一步提高驾驶乐趣。

在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上，沃
尔沃XC60和全新上市的S90车型，被
公安机关用于此次大会路面执勤的警
务用车。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对沃尔沃
的信赖，源于对其安全性、动力性、可靠
性、越野通过性的综合认可和对沃尔沃
在汽车安全领域里的引领地位的信心。

沃尔沃XC60，以强劲的动力和低油
耗低排放，达到了动力与环保的领先平
衡。在安全性能方面，沃尔沃XC60车身
结构中所使用的超强硬度硼钢比例位居
世界领先地位。XC60几乎配备了全部
沃尔沃先进的安全技术，全系标配增强
型城市安全系统、预先稳定控制系统、翻
滚稳定控制系统、弯道稳定控制系统等
安全配置。

沃尔沃全新S90长轴距豪华轿车，
是沃尔沃在顶级豪华轿车序列中的扛鼎
之作。全新S90标配第二代自动驾驶辅
助系统，将自动驾驶的工作范围一下提
高到130公里/小时以内。当用户启动自
动驾驶模式，在雷达、摄像头、传感器的
精确配合下，S90无需跟随前车就能清晰
识别道路标线，经过系统精确分析和运
算来确定自动提速/减速和转向执行指
令。

除此之外，沃尔沃全新S90长轴距
豪华轿车全系标配第三代城市安全系
统，大量传感器、摄像头和雷达的应用，
让其时刻“眼观六路”，实现交叉路口自
动刹车功能。车辆配备的道路偏离预
防及保护系统，能够在车辆有偏离车道
趋势时，主动纠正车辆回归正常行驶路
线。

4月9日，优之杰马自达在海口举
行“摩登我，绝配你——新 Mazda3
Axela 昂克赛拉（以下简称新昂克赛
拉）”试驾会，邀请海南媒体及马自达粉
丝到场进行深度试驾体验。

改款后的新昂克赛拉，整体车内空
间更宽敞明亮且富有层次感，多功能运
动型方向盘、经典跑车仪表盘以及包裹
性极强的座椅，营造出强烈的科技感，
简约不简单。

据介绍，马自达拥有GVC技术和
SCBS低速刹车辅助系统。GVC（扭矩
矢量控制）系统，改善了车辆对细微方
向盘操作的应答能力，明显减少了方向
盘微调操作频次，因此，驾驶者能够沿
着预想中的行驶轨迹轻松自如地驾
驶。最直观的是在直角转弯时，驾乘人
员身体倾斜的幅度会大大减小。

SCBS低速刹车辅助系统，能够在
车辆低速行驶时主动侦测同前方车辆
的距离，当车辆在4—30公里/小时车速
时，SCBS低速刹车辅助系统会自动打
开。当监测到两辆车距离过近时，该系
统会自动刹车减速，避免或减轻伤害，
在20公里/小时速度以下时，会自动停
车，避免追尾前车或减轻对前车的伤
害。

试驾会上，专业赛车手、媒体记者、
汽车用户依次开着新昂克赛拉在蛇形
绕桩、8字形弯、直角转弯、过减速带等
跑道上体验试驾。

优之杰马自达相关负责人表示，举
办此次试驾会，是想让人们感受新昂克
赛拉独特的外观设计，体验新昂克赛拉
出色的操控性能。

柯迪亚克（KODIAQ）是上汽斯柯达继
Yeti之后推出的又一款SUV力作。柯迪
亚克造型大气硬朗，极富动感，除了常规的
5座车型外，还有7座车型可选。

动力方面，柯迪亚克装备了性能强
劲的第三代EA888系列发动机，共有
1.8TSI、2.0TSI两种排量，百公里加速最
快仅需7.5秒，动力一触即发。

此外，柯迪亚克还提供了多次碰撞预
防系统、盲点监测、电子驻车、感应式电动
尾门、PLA3.0自动泊车辅助系统等配备，
带给消费者便捷智能的用车体验。

作为一款全功能SUV，柯迪亚克采
用了3D立体格栅，镀铬层厚度仅0.5微
米。柯迪亚克提供了多款不同造型的轮
毂，其中19英寸轮毂采用了精车工艺，将
铝合金轮毂的表面打磨如同镜面般光
亮，喷涂的耐刮擦涂层能抵御小石子的
撞击。

柯迪亚克是首款提供7座版本的斯
柯达车型，延续了斯柯达车系空间宽敞
灵活的家族特征，后备箱最大可扩展至
2065L，打造出宽绰舒适的驾乘空间。

柯迪亚克提供了流沙金、冰雪白、沉
静黑、星夜灰、曙光金、檀木棕六种不同
的车身颜色，可以充分满足不同消费者
的审美需求。

在海外，柯迪亚克于2016年9月全
球首发，赢得了诸多世界级顶尖汽车媒
体的认可，被Top Gear评为“大家庭用
车的最佳车型”。2016年11月，广州车
展上，柯迪亚克在国内首度亮相，凭借
出彩的设计与功能配置吸引了众多用
户。

近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
2017年3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
数为61.9%，环比上月下降4.7%。今
年，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已经连
续三个月位于警戒线以上，经销商对
市场状况表示不乐观。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秘书长肖政三
表示：“今年第一季度的市场表现，和
去年下半年汽车行业高歌猛进式的增
长相比，增速暂时放缓，市场购买力相
对较弱。尽管三月份市场表现略有好
转，但库存压力并没有好转。”

4月，多地陆续进入春季车展季，
预计市场需求及销量将有所提升，但

是由于经销商在第一季度积压库存较
多，经销商压力依然较大。虽然市场
需求有所回升，但消费者观望情绪较
大，由于库存积压，经销商之间可能会
出现价格战。

今年2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
量82.5万辆，交易环比下降6.93%，同
比增长41.19%。今年1至2月，全国
二手车累积交易171.15万辆，同比增
长22.55%。

一季度二手车市场向好得益于取
消二手车限迁政策。根据商务部、公
安部、环境保护部三部委在3月发布
的《关于请提供取消二手车限制迁入

政策落实情况的函》中规定，各地区在
4月14日前将取消二手车限迁政策
落实情况上报三部委。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产业协调部
主任回玉梅表示：“4月各地车展增
多，二手车置换率将增加，车源供给
相对充足。随着取消限迁政策的进
一步落实，二手车市场需求将进一步
打通。”

肖政三表示，“根据一季度市场表
现和市场的内在规律看来，今年二手
车市场将迎来爆发期，预计全年增长
将达到20%以上。”

（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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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车大量涌入
检验部门提醒辨别“出生证明”真伪

随着进口车辆的大量涌入，一些不法商家
为追求利润而伪造进口机动车“出生证明”，检
验检疫部门提醒消费者购买时要注意辨别真
伪。

近日，甘肃平凉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对一辆
进口玛莎拉蒂汽车办理登检换证手续时，发现
车主提供的是一份盖有上海外高桥检验检疫专
用章的《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但经核
实，这份单据系伪造。随车检验单包含进口汽
车原产国、生产日期等信息，相当于车辆的“出
生证明”。目前，该局已对此案进行立案调查。

进入我国市场的进口机动车中有不少是改
装车、“美规车”，其车辆识别码、里程表、外部灯
具、外廓尺寸、信号装置和排气管口设置等往往
与我国标准不符，需整改后才能在国内销售。
但部分商家为获取利润，擅自销售未经检验合
格的进口机动车，甚至伪造随车检验单，使消费
者购买的进口机动车无法上牌。

甘肃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表示，消费者要注
意辨别随车检验单的真伪，假证书通常纸质较
薄、印记不清、水纹模糊，消费者发现有伪造嫌
疑后可向当地检验检疫部门报案。 （新华）

沃尔沃
为安全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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