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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广汽本田在年轻化、个性
化营销上玩得风生水起，开展了一系
列创新营销活动，将“年轻于心”的品
牌内涵深植于消费者心中。众多精
彩营销活动，为消费者呈现了一个充
满活力的广汽本田形象。

作为国内中高级轿车市场的开创
者和标杆，雅阁车型于今年5月迈入
200万辆销量大关。自雅阁锐混动上
市起，广汽本田就开展了一系列营销
活动，让广大消费者亲身去感受它的
魅力。今年年初在全国一线城市核心
商圈举办的精英用户预约试驾活动以
及近日刚刚落幕的“INTELLIGENT
MISSION雅阁锐混动极限挑战赛”等
活动，全方位展示了雅阁锐混动的高
效能表现。从今年8月开始，雅阁锐
混动极限挑战赛的晋级赛分别覆盖了
华北、东北、西部的城市平原和山地高

原，经历了由夏入秋的不同气候。经
过3个月的激烈角逐，广汽本田雅阁
锐混动极限挑战赛总决赛于10月26
日在鄂尔多斯完美收官。

作为广汽本田征战大型豪华
SUV的战略车款，冠道自上市以来凭
借强劲动力、越级配置与优异空间表
现受到市场热捧。冠道热销，贯穿全
年的体验营销功不可没。“1 MIL-
LION POWER DRIVE劲速联城”
冠道240TURBO深度试驾活动，让
人们感受到冠道240TURBO的强劲
动力。截至2017年10月，冠道全系

销量突破7万辆，连续5个月月销量
超过7000辆。

今年6月起，深圳、杭州、长春等
地举办了多场“飞度FIT DAY玩创
节”活动。在拥有众多流行符号的潮
流特色街道，形成互动体验专区、改装
文化区与先行生活形态展示区，成为

“潮玩”达人与生活玩家齐聚的兴趣部
落。

近年来，缤智能在竞争激烈的小
型SUV领域脱颖而出，离不开独树
一帜的先锋艺术营销。艺术营销为
年轻消费者带来了众多先锋体验。
2014年，广汽本田启动缤智中国先
锋艺术项目；2017年，缤智先锋艺术
营销再度升级，7月缤智与国际先锋
艺术团队合作，独家冠名在深圳举办

“舞动艺术展&未来游乐园”，打造先
锋艺术体验。 （广文）

部分城市新能源车
牌一牌难求

根据相关规定，悬挂新能源汽
车号牌的车辆将不受限行规定的限
制，且在大量停车场享受前两个小
时停车免费的政策。此外，纯电动
汽车不检测尾气排放，燃料电池汽
车、插电式混合动力（含增程式）汽
车也暂不列入尾气排放检测范围。

这些“实惠”对工作生活在机
动车行驶管理严格、停车成本高昂
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的消费
者来说，无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
据显示，今年前10个月，我国新能
源汽车产销分别为51.7万辆和49
万辆，同比增长也都超过了45%。

市场的火爆导致一些一线城市
出现了新能源车车牌一牌难求的局
面。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办
公室日前宣布，今年新能源车指标
早已用完，超过八万人在排队等候
明年指标。也就是说，按照原先制

定的规划，2018年北京的新能源小
客车指标已被提前“预订”完。如果
现在申请，只能等到2019年才能拿
到新能源汽车指标。

技术服务升级加速
产业发展

到目前为止，新能源汽车的发
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策的助推，
而在新能源汽车补贴逐步退坡的
背景下，提升技术和整体服务水
平，成为新能源汽车巩固和发展市
场的关键。

续航里程短、充电困难、电池损
耗高、车辆残值低是目前困扰新能
源汽车增长的重要因素。也正因为
如此，这些方面正成为社会投资关
注的热点。

日前，上海什维科技公司与英
国白金汉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同时发布了运用人工智能和云技术
的新产品——GAZELE3电动车能
量管理系统。

不只是什维科技，众多整车企业

和科技企业都在努力推进新能源汽
车技术和服务的提升。北汽新能源
公司日前就发布了擎天柱计划，以推
进新能源汽车快速换电的新模式。

对此，业内专家表示，这些创新
提升了电池质量、降低了成本，同时
缓解了新能源汽车电池成本高、回
收困难等问题，打通了新能源汽车
上下产业链，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新能源车成国际合作重点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日前印发
了《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三年行
动计划（2018-2020年）》，新能源
智能汽车成为其中一个重点。文
件要求推动建立国际对话交流平
台，加强技术合作，推动全球领先
企业与国内企业开展多种形式的
合资合作。

目前，戴姆勒集团与北汽集
团、大众集团与江淮汽车、福特汽
车与众泰等先后在新能源汽车领
域展开了深入合作。

作为亚洲最大的汽车后市场领

域展会，前不久举行的第十三届上
海国际汽车零配件、维修检测诊断
设备及服务用品展览会上，共有来
自40个国家及地区的6000多家企
业参与，而中外汽车零部件企业在
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成果成为一大亮
点。

据了解，今年展会的新能源汽
车及技术专区的规模有了显著增
长，除了展品内容更丰富之外，以往
的技术核心多以电机电控为主，如
今却在不断向外延伸至电池、电池
管理、充电桩及相关核心零部件。
众多跨国企业正在寻求与中国企业
进行更深入的合作。

法兰克福展览亚洲控股有限
公司董事总经理助理曹建生表示，
新能源、智能化、轻量化等高端技
术越来越成为展会的推进重点。
目前，法兰克福展览公司成为帮助
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的平台。
未来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展会的
平台作用，更好地服务中国企业走
出去，助推国内企业实现更高水平
的国际合作。 （经济参考报）

道路交通事故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

海南等14省市
成为试点

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司法部、保监会近
日联合召开视频工作会议，部署在全国14个省
市开展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网上数据
一体化处理”改革试点工作。

试点工作将在北京、河北、吉林、上海、江
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东、海南、四
川、重庆开展，为期两年，分步实施。本阶段暂
只适用于涉保险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
纷，未参保的有关纠纷可参照执行。

据了解，网上一体化处理包括责任认定、理
赔计算、在线调解、在线鉴定、在线诉讼、一键理
赔等流程。是否适用网上一体化处理，由当事
人自愿选择。

试点地区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交
通事故时，当事人对事故损害赔偿有争议的，应
积极引导当事人选择网上一体化处理，并及时
将相关当事人、事故车辆、责任认定等信息传递
至网上一体化处理平台。

最高法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杜万华说，各
试点地区将组建专业的调解队伍，调解不收取
任何费用。调解达成协议，当事人可在线申请
司法确认，无需到法院立案、出庭，人民法院在
线作出裁定。

同时，试点工作将探索在线鉴定、在线诉
讼。当事人、保险机构、处理纠纷的组织使用统
一的理赔计算器，统一理赔标准，最小化赔偿争
议。达成调解协议或法院作出裁判的，当事人
可发起一键理赔，保险监管机构将监督保险公
司限时作出理赔。

“统一了赔偿标准，固化了理赔预期，调解
更易达成，理赔更易接受，当事人损害将得到及
时救济。”杜万华表示，通过道路交通一体化改
革，及时引导当事人运用道路交通一体化纠纷
解决模式，纠纷解决全流程公开、阳光化处理，
更透明、更权威。

（据新华社）

据公安部交通管理
局官方微博消息，公安
部交通管理局日前在湖
北武汉召开会议，部署
自 2017 年 11 月 20 日
起，在全国分三批推广
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

业界人士认为，随
着一系列新能源汽车政
策的出台，新能源汽车
市场将持续保持增长，
导致一些城市出现新能
源车牌“一牌难求”的情
况。同时，中国市场的
迅速发展也促使中国企
业积极走出去，在新能
源汽车领域与国际高端
技术展开合作。

年轻化、个性化

广汽本田创新营销新模式

部分城市新能源车牌
一牌难求

专用号牌将分三批推广

让 梦 走 得 更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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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浴房，您装对了吗？
人们选择淋浴房的初衷，大多是为了让淋浴

更舒适。但是，很多人在自家淋浴房里“浴”见的
却是各种尴尬：害怕它会爆炸、一不小心就会滑
倒、洗完澡还得清洗玻璃……

为了确保安全，淋浴房一定要贴防爆膜或
夹胶玻璃，如玻璃发生自爆，可以被安全去除，
将玻璃自爆伤害降低到零。同时，玻璃材质也
不释放甲醛、苯、TVOC等有害物质，可以放心
使用。

此外，淋浴房的清洁问题一直困扰着很多
人。淋浴房打理起来费力费神，不及时清洁很
容易会滋生细菌，也会影响淋浴房的使用寿
命。因此，淋浴房安装选择易洁玻璃，对家务缠
身的主妇和工作繁忙的白领来说，省心省力又
省时；一些底轨容易拆装产品，也方便日后维
护。

卫生间是一个用水较多、相对潮湿的地方。
淋浴房一大功能就是防水，实现干湿分离。防水
密封性的好坏主要由淋浴房的密封胶条决定。选
择优质的胶条，能够让淋浴房滴水不漏。

本栏目鸣谢海南华浔品味的大力支持

日前，融创·钻石海岸感恩节业
主答谢私宴圆满落幕。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钻石
海岸答谢私宴在徐徐海风之中开
启。精彩的灯光秀、外籍乐队动感音
符、知名舞团星光芭蕾、奇妙惊奇的魔
术表演、热情奔放的草裙舞等精彩节
目在以海为景的露天沙滩舞台陆续上
演，获得了现场观众热烈的掌声。

“我们将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作
为工作重点，让一、二期业主的度假
生活，因为融创的到来而变得更好。”
钻石海岸总经理张爱杰表示。

答谢私宴上，钻石海岸为业主们
准备了苹果笔记本、华为P10和品牌
电动车等精美礼品。

据了解，即将亮相的钻石海岸三
期，将推出依山伴海的山海别墅，打造

户户看海的高端私密度假生活。在延
续私家泳池、超大庭院等项目的传统
标配基础上，对旅居生活的功能性再
升级，更贴合国人的假期生活特点。

目前，钻石海岸的业主欢乐季正
在如火如荼开展中。今年11月—12
月，业主们还将迎来海滩公益、运动
会、生日会、美食节、农场采摘、健身
瑜伽等精彩活动。 （广文）

感恩于心 山海共生
融创·钻石海岸感恩节业主答谢私宴落幕

“一手房源”“房东直租”……急
于租房的武汉周女士轻信了街头张
贴的广告，向中介交了3个月房租和
1个月押金。但没住多久，房东就换
掉了门锁。周女士无家可归，又投诉
无门，只好报警。日前，武汉警方根
据举报打掉一家“黑中介”，并披露了

“黑中介”圈钱敛财的伎俩。
据武汉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办案

民警介绍，今年11月以来，陆续有群
众向公安部门反映，“武汉安逸客房
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签订合同、押
一付三、提前一个月支付房租等方式
骗取众多租客租金，涉案金额高达
90余万元。

民警追查发现，这家名为“安逸
客”的中介公司成立于2016年，注册
资本50万元。主要嫌疑人张某等4

人在从事房地产经纪业务中，与房屋
产权人签订租赁合同承租其房屋，再
以甲方的身份对外与租房人签订租
房合同。

经过侦查，办案民警摸清了“安
逸客”的圈钱“套路”：先是在网上寻
找房源，联系房东签订出租合同。房
东为尽快将住房出租，一般会同意公
司提出的要求。但是，这份合同并没
写明双方违约的责任，只是单方面注
明，“房东如提前解约，需支付5000
到1万元不等的违约金”。

揽下房源后，“安逸客”在网上大
量发布招租信息，在街上张贴“一手
房源”“房东直租”的小广告招揽租
客。租客要想租到房子，必须按“付
三押一”的方式，向中介支付三个月
租金和一个月的押金。

但是，中介将90多万元的租房
款挥霍殆尽后，竟以“资金链断裂”
等种种理由搪塞，用“打白条”、编造
谎言的手法截留租房钱款，拒不向
房主支付租房款，要求房东走法律
程序。

不少房东收不到房租，就将怒火
转嫁到租户身上，有的直接将租客赶
走，扔掉他们的行李，或将房门换
锁。包括周女士在内的很多租户明
明交了房租，却被当成“老赖”。

据办案民警介绍，“黑中介”为逃
避法律制裁，当有太多人到法院起诉
时，公司惯用的伎俩就是变更法定代
表人，或者干脆直接注销公司。

目前，张某等4人已被武汉警方
依法刑事拘留。

（据新华社）

警惕黑中介打“房东直租”旗号敛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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