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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海外外汽汽车车冲冲进进自自主主品品牌牌领领地地
瞄准三线以下城市

车市资讯

酷酷热热天天养养车车三三招招
让爱车平安度过今夏

1、内饰彻底杀菌消毒
由于夏季炎热，很多车主

不常开车窗，并且为确保空调
的风力大，常常只选择内循环。
长久以来，车厢内的空气就会
变得混浊，特别再碰上雷雨前
高温湿热天气，细菌同样容易
滋生。车主此时可以选择自购
一些内饰清洁剂或到汽车美容
店对爱车内饰进行一次彻底清
理。

2、挥发快汽车防冻液不
可少

夏季冷却液蒸发快，要经
常检查冷却液是否缺少，如果
缺少，要及时补充同一品牌的
防冻液，不可补充其它品牌的

防冻液或水。因为防冻液是汽
车发动机冷却系统内的主要工
作介质，其主要作用是使发动
机冷却系统通过强制循环，使
发动机保持合适的工作温度。

3、保护车漆在阴凉处停
车

虽然它似乎没有生命，但
确实也怕晒，长期暴晒会发旧、
起皱。普通的美容打蜡，虽然有
些作用，但因为任何车蜡都含
有矽的成分，久经紫外线照射
会锈蚀车漆，留下点点黑斑。而
且车蜡本身起不到增强硬度、
抗紫外线的作用，会因温度过
高而很快流失，因此，停车时应
当把车停放在阴凉处。

1、爆胎：胎压不准是祸根
夏天路面温度较高，如

果车的轮胎充气太足，气体
遇到高温膨胀导致轮胎气
压加大，快速行驶可能造成
爆胎情况；如胎压偏低则会
导致胎壁的过度受压，结果
是依旧容易导致爆胎。因
此，最安全的做法就是保持
轮胎的正确胎压。

2、切忌长时间使用内循环
内循环原理是空气在

车内封闭的空间内循环，这
样就造成了车内的含氧量
会不断下降，而且如果汽缸
中的汽油燃烧不完全，发动
机未燃烧尽的一氧化碳也
可能漏进车厢内，因此车内
的空气质量会越来越差，因
此不能长期开内循环。

一、保养篇

1 .一次性打火机易爆
夏季温度高，车内温度

会非常高，特别一次性打火
机中的气体会受热膨胀，一
旦与车内一些油料、易燃物
质等接近非常容易引发火
灾自燃事故。

2 .常备灭火器防自燃
要注意检查发动机、电

路和油路，看有无老化和漏
油情况。特别是经过改装或

加装的车辆，电路负担可能
因此加重，要给爱车配备一
个灭火器。

3 .切莫树荫下侧倾停车
这样停车最大危害在

于，由于人行道与路面有高
度差，因此四个轮胎的承重
不一样，容易造成轮胎的损
坏并导致行驶时爆胎。因此
正确的停车方式仍然是选
择地下车库或者平放。

二、行车篇

三、安全篇

日前，从宝马内部人士获
悉，将于2015年下半年推出的新
一代X1也将为中国市场专门打
造长轴距版车型，同时一张长轴
距测试车的谍照也被曝光出来。

众所周知，宝马新一代X1将
转向模块化的UKL前驱平台进
行开发，因此平台本身更好的灵
活性为长轴距版X1的推出提供
了可能，这款车将是一款在中国
进行生产和销售的专属车型。参
考标准轴距3系与国产长轴距版
相差110毫米的轴距，预计长轴
距版X1轴距也会相比普通版加
长100毫米以上。在谍照中，后车
门加长的痕迹已经较为明显。而
考虑到标准版的新一代X1较上
一代车型本身轴距就会略微增
长，而且改为前驱布局之后，少
了传动轴的车底也会使得后排
空间变得更加平整，所以长轴距
版理应能够提供非常充裕的后
排空间。同时新平台也更加突出
车型轻量化、节能高效的诉求。
当然除了标准的前驱版，换代X1

仍会提供四驱型号。
这台长轴距的测试车后车

门加长的痕迹已经较为明显，轴
距预计加长100mm以上从造型
设计来看，新一代X1车身比例更
加和谐，拥有动感的腰线，前脸
则会突出头灯与隔栅相连的家
族设计元素。

宝马换代X1

长轴距版首曝光

日前，福特正式发布了新
一代Edge(国内名为“锐界”)，新
车将在2015年初在北美正式上
市。新一代锐界是一款与蒙迪
欧同平台的车型，动力、配置等
很多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并首次推出了最高级的Edge
Sport运动版车型。有消息称该
车未来还会引入国产，因此非
常值得关注。

早在2013年的洛杉矶车展
上，福特就发布了Edge概念车，
而现在看来，这台概念车正是
量产车的预览版，量产车跟它
保持了高度的一致。福特新的
设计语言被应用到了锐界，家
族风格非常明显。特别是前脸
部分，来自新一代蒙迪欧的六
边形前进气隔栅随之增大以符
合SUV的造型风格，大隔栅设计
令前脸非常有气势。同时向后挑
起的大灯看上去也非常有型，而
与进气格栅连为一体的设计也
是目前的一个流行元素。

侧面造型与现款车型非常
相似，拥有笔直腰线以及宽侧
窗设计，同时车顶线条也很直，
这表明该车仍是一款提供宽敞
空间的实用型SUV。而车尾的
拉通式尾灯、抢眼的镀铬双边
双出排气管都是亮点，给人以
跑车化的感觉。

变速箱方面，新一代锐界
标配6速SelectShift自动变速箱。
2 . 0T车型提供两驱和四驱两种
驱动选项，2 . 7T和3 . 5L车型则
只提供四驱车型。它的这套四
驱系统拥有一个电子离合器，
它可根据路况自动将扭矩100%

的输送到前轮或者是后轮。此
外，新一代锐界还是福特第一
款可以选配主动转型控制系统
的车型，这套系统让车辆更容
易操控，同时也可以带来更多
的驾驶乐趣。

福特全新一代

锐界发布

合资品牌的产品，已侵入
自主品牌安身立命的领地。日
前，东风日产启辰R30正式启
动预售，预售价为4 . 28万元起。
按照规划，该车将挑战月销
5000辆的目标，为启辰今年15
万辆的销量目标提供重要支
撑。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市场
销售总部专职副总部长叶磊
认为，启辰将主要瞄准三、四、
五线城市中首购车以及摩托
车等消费升级需求。事实上，
除了日产以外，包括大众、福
特等跨国企业也纷纷表示将
推出5万元左右的低价产品。
有分析人士指出，随着合资产
品价格下探这一趋势愈演愈
烈，自主与合资的交锋将是一
场贴身肉搏。

瞄准“两轮车”升

级群体

据了解，R30是基于东风
日产玛驰平台打造而来的一款
车型。叶磊表示，R30的目标用
户更多是针对三、四线甚至五
线城市中，渴望迈入四轮生活
的首购消费者，比如摩托车、电
动自行车等升级消费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包括
丰田、本田、大众等外资品牌也
在不断加码这一市场，而这一
领域原本是自主品牌的销售大
本营。

叶磊认为，目前A0级车市
场主要存在两种市场打法。一
种是性价比路线，一种是精品
化路线。前者的主要代表有奇

瑞QQ、比亚迪F0、长安奔奔等
车型，后者则以大众Polo、本田
飞度以及刚完成换代的丰田威
驰、致炫等合资车型为代表。在
东风日产看来，相较于精品化
路线，性价比路线更强调实用
性，不需要耗费太多成本去增
加产品附加值、凸显产品个性，
只需满足大众化需求，在回避
与合资正面竞争的同时，也能
满足目标人群的需求。

据了解，启辰R30的主力
车型销售区间都在5万元以下，
相较于自主品牌，启辰的优势
在 于 ，既 能 享 受 同 等 于
NISSAN品牌的技术标准，又
能有媲美自主的价格竞争力。

自主品牌市场份额

持续下滑

实际上，除了东风日产外，
包括大众、福特等跨国公司都
表示要在中国市场推出一款定
价在5万元左右的低价产品，而
在此之前，上海通用赛欧价格
已经下探至6万元以下。

有观点认为，随着三、四线
市场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合资
品牌车型价格区间不断下探将
是大势所趋。

目前，在轿车市场，随着大
众桑塔纳、捷达以及雪铁龙爱
丽舍等入门级产品车型的入
侵，自主与合资的10万元价格
分离带已被逐渐消融。全国乘
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数据显
示，在8万-10万元左右的自主
轿车产品中，大部分自主车型

面临增长压力。其中，奇瑞重
点打造的艾瑞泽7目前月销量
不足3000辆，远未达到该公司
预期水平。而比亚迪思锐、长
城C50、荣威550、帝豪EC8等
产品月销量在千辆左右徘徊。

节节败退的自主品牌，目
前在轿车产品的主力区间已
下移至8万元以下，而部分自
主品牌的销量重点更是集中
在5万元左右，比如在奇瑞的
销量结构中，QQ、风云2等产
品仍是销售主力；而在比亚迪
产品阵营中，今年前 5个月，
F 3、F0两款产品的累计销量
5 . 3万辆，占据该品牌整体销量
的30%以上。

有业内人士对此表示担
忧，一旦合资公司进一步侵入

自主在5万元左右的价格领地，
那自主将迎来更大的压力。事
实上，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5月，
自主品牌乘用车销量为58万
辆，市场占有率环比下降0 . 58
个百分点，这已是自主品牌自
去年9月份以来连续9个月出现
市场份额下滑。

目前，以奇瑞、吉利、比亚
迪为代表的自主品牌也已相继
调整产品线，并增加在产品研
发方面的投入力度，以寻求在
品质和技术上的提升。不过，
从目前的销售表现来看，转型
的阵痛难以避免，而在未来，
自主与合资的交锋将是一场贴
身肉搏。

据人民网

大连

大连市地处欧亚大陆东
岸，是东北、华北、华东以及世
界各地的海上门户。区内山地
丘陵多，平原低地少，整个地形
为北高南低，北宽南窄;地势由
中央轴部向东南和西北两侧的
黄、渤海倾斜，面向黄海一侧长
而缓。大连的环境基础设施建
设在全中国名列前茅，空气质
量非常好，街道干净，濒临海

洋，是非常理想的居住地。

连云港

连云港素有“淮口巨镇”之
称，作为“亚欧大陆桥”的东方
桥头堡和中国沿海开放城市，
已被确定为华东地区新兴的港
口城市。连云港市漫长、宽阔、
幽静的海岸，是避暑、疗养的胜
地。海浴、楫舟、散步、垂钓，无
一不宜。这里文物古迹丰富，自

然风光优美，具“海、古、神、幽、
奇、泉”六大旅游特色。

北海

北海位于广西南部，紧靠
北部湾，三面环海，辖海城区、
银海区、铁山港区和合浦县3区

1县，是一个花园式港口城市。
北海最大的特点就是突出一个

“海”字，海水、海滩、海岛、海
鲜、海洋珍品、海洋运动、海洋
文化都是北海的宝贵资源。北
海银滩因“滩长平、沙细白、水
温净、浪柔软、无鲨鱼”而被誉
为“中国第一滩”。

夏夏季季自自驾驾游游城城市市推推荐荐

6月18日，东风日产宣布从即日起启辰R30开始接受全国预订，
这标志着自主品牌与合资品牌的竞争将会日趋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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