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施“移动众创空间”战略
北汽昌河构筑汽车产业新生态

5月 11日，从北汽昌河厂方获悉，北汽昌河
在景德镇发布了立足“移动出行+”打造个性化
空间，体验“移动众创空间”战略。据了解，“移动
众创空间”战略是北汽昌河面向未来发展的全新
企业战略。该战略以客户需求为原点，致力于通
过“众创”的模式，从“人”和“物”两大维度，打造
平台化、模块化与标准化的产品和服务，满足用
户的生活、娱乐、学习、工作等全场景的个性化移
动出行需求。“移动众创空间”战略标志着北汽昌
河将从传统汽车企业，转型成为一家不断满足用
户移动出行消费升级需求的终端平台服务商。
该战略重点聚焦两类产品的开发，一类强化工作
场景，如移动出行+办公、移动出行+医疗、移动
出行+教育等;一类强化生活场景，如移动出行+
音乐、移动出行+游戏等。 （东 来）

南昌龙和：自主品牌就是旗帜
我省启动首家红旗体验中心

日前，从南昌龙和获悉，该品牌在我省首家
红旗体验中心在南昌启动。据了解，该体验中
心口号为“致敬新红旗，铸就中国汽车品牌
梦”。一汽红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况锦
文表示，“红旗”诞生于1958年，代表了我国汽车
工业的开端。肩负着国家的期望与寄托，红旗
人用33天的时间创造了造车奇迹。1960年的莱
比锡国际博览会，红旗品牌位列世界5大名车之
一，成为国人的骄傲。新红旗品牌首款重磅车
型—红旗 H5 高端豪华 B 级轿车售价为 14.9 万
元起。 （况 朋）

中汽协：4月汽车销量231.9万辆
新能源汽车销售7.3万辆增势强劲

中汽协近日发布最新统计数据，4月份我国
汽车产销比上年同期呈现两位数增长。当月汽
车产销分别完成 239.7 万辆和 231.9 万辆，产销
量比上月分别下降8.8%和12.7%，比上年同期分
别增长12.3%和11.5%。数据显示，今年1-4月，
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942 万辆和 950.1 万辆，产销
量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1.8%和 4.8%，销量增速
高于上年同期0.2个百分点，比一季度增速明显
提高，总体表现良好。另据乘联会发布新能源
汽车销售数据，4 月新能源乘用车销量达到 7.3
万辆，环比3月增31%，同比增速150%；其中A00
级电动车仍是最大市场，但市场份额明显减
少。 （江 文）

5月新车开打“价格战”
8大车企连续宣布降价

近日，国家增值税下调机制发布后，一周时
间内，国内汽车市场8大汽车品牌企业陆续宣布

“官方降价”。据了解，本次集体价格“跳水”的
品牌包括，奔驰，宝马，保时捷，阿尔法罗密欧，
捷豹路虎，江铃福特，以及一汽奥迪。其中，奔
驰率先发布了“官方指导价降价说明”，但随后
表示“汽车终端零售价格由授权经销商制定”。
调整后的厂家建议零售价会不同程度地惠益各
细分市场的客户，例如：smart 各车型会有约
1000-2000 元的降幅，C 级车及 GLC SUV 等各
车型会有约 2000-4000元的降幅，S级轿车及梅
赛德斯-迈巴赫不同车型会有约7000-25000元
的降幅。 （梓 迅）

斯巴鲁汽车
召回多款在华销售车型

5 月 9 日，斯巴鲁汽车发布消息称，将召回
部分进口 2013-2014年款力狮、傲虎、翼豹系列
汽车。本次召回范围内部分车辆副驾驶席前安
全气囊装配了高田公司生产的未带干燥剂的硝
酸铵气体发生器。安全气囊展开时，气体发生器
可能发生破损，导致金属碎片飞出，可能伤及车
内人员，存在安全隐患。据了解，近几年斯巴鲁
已经进行过多次汽车召回。在 2016 年 11-12
月，斯巴鲁召回几乎所有旗下车型，包含力狮、傲
虎、翼豹、森林人，召回数量高达 13 万辆；到了
2017年7月斯巴鲁再次召回驰鹏、傲虎和翼豹等
系列汽车，共计14.9万辆；而在2018年1月，斯巴
鲁针对起火隐患，召回1264辆森林人。（郑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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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市资讯CAR

消费升级助推产业升级

热门话题CAR

自主品牌车企创新
产业升级改变未来车市

近日，江铃、陆风、北汽昌河、汉腾、江西
五十铃等自主品牌车企，不约而同地将创新
作为主驱动。有自筹 33.77 亿元建的产能 15
万辆的新工厂；也有引入大批高速造车机器
人，推进节能环保与新能源车型落地的“移动
众创空间”，有酷炫的黑科技、卓越的驾驶体
验和精美外形的新车，也有人机交互和自动
驾驶的新概念，以及对智能新时代汽车未来
网联技术的憧憬。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汽车市场产销规模
已连续 9 年蝉联全球第一，2017 年完成销量
2887.89万辆，同比增长3.04%，增速较上年大
幅回落。在我省，汽车产业连年实现平稳增
长，主要经济指标均好于上年，传统汽车稳中
有升，新能源生产企业增加产能继续保持倍
增态势。2017年我省汽车产业实现主营业务
收入 1625.3 亿元，同比增长 18.4%，实现利润
86.5亿元，同比增长11.6%。

5 月车市，自主品牌新车型竞相绽放。
江铃新能源汽车发布了新一代纯电汽车
e400；上饶汉腾推出了两款全新的产品，它们
分别是纯电动轿车以及汉腾的首款 MPV 产
品；北汽昌河则提出，消费升级与科技革命齐
头并进，全新北汽昌河Q7，A6成为了主打车

型；海马汽车正式发布了二代海马S5，强动力
的技术路线包括了混动、纯电动的技术，成为
年轻消费者关注的热门车之一；比亚迪则将
宋MAX在整车配置方面进行了全面提升，发
布的新车装备了电动背门可遥控开关后备
厢，并通过开放式智能网联系统搭载 4G 网
络，全面支持车机互联。

市场消费升级
车企高品质发展抓紧机遇红利

汽车市场消费升级较明显的体现之一，
就是购车主力趋向于越来越年轻化的消费群
体。多个机构的调查数据均显示，2017年 30
岁以下购车人占比及数量规模大幅提升。某
品牌S级车型在德国的购买者平均年龄是58
岁，在我国为 39 岁，意味着我国汽车消费主
力车型已进入“80后”。某合资品牌的客户市
场调研发现，年轻化趋势正在加速，“85后”购
买者占比已上升至近45%。

业内专家分析指出，“80后”“90后”是一
个追求产品品质与价值分享的群体，他们更
加享受驾驶乐趣、注重舒适体验，对于车辆的
动力性、操控性、舒适性和档次感有着更高的
要求，他们的消费观念也促使车企纷纷推出
年轻化、个性化车型。北汽昌河一位厂方负
责人表示，“大昌河”5月推出了定位于“智能
空间SUV”的北汽昌河Q7，集智能互联空间、
科技配置空间、自如驾驭空间、霸气外观空间
于一身，全面承载互联网新世代年轻人多元
化、个性化的出行需求。该车传递了自由奔
放、热情大气的产品内涵，专为个性鲜活的新
生代打造。

消费升级的另一体现就是日趋追高的舒
适性豪华性与高品质科技感。在各地车展
上，人气旺盛的当属车市创新，酷炫的黑科
技、卓越的驾驶体验和精美的外形，每一个卖
点抛出都能掀起车市浪花。试想在驾驶中，
你可以和爱车对话，它还会给你提出建议，这
感觉是不是很奇妙？某品牌近日推出的一款
轿车加载了智能人机交互系统，将汽车变成
一位“全天候顾问”，它能够学习车主的使用

习惯，并在你需要的时刻提出贴心建议。业
内专家表示，消费升级大潮滚滚而来，汽车业
迎来新的挑战，众多车企推出的新车型都是
为了满足市场消费升级需求，从而在由高速
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中国车市中抓住机
遇、分享红利。

消费渠道下沉
县域城市成汽车消费主力

据最新调查报告显示，县域城市正在成
为消费主力军，小城市将更大、更富、更敢花
钱，汽车消费热情高涨。高达三分之一的县
域城市受访者计划在今后两年内购车，高于
中心城市的比例。根据本报主办的“江西县
域城市汽车巡展”调查数据显示，县域城市汽
车销售占比近四成，且交易量呈现明显上升
趋势。

伴随我省居民消费能力不断提高，购买
车辆的意愿也不断高涨。江铃汽车总裁范炘
认为，当前企业体制改变将涉及合作伙伴经
销商层面，江铃经销渠道需要进一步下沉并
优化，以适应新的经营环境。整个渠道要下
沉，要像 20 年前打一二三线城市一样，打下
四五六线城市。北汽昌河总经理张朝翔表
示，未来将优化渠道结构，为打通营销“毛细
血管”，激活二网的渠道活力，销售公司抽调
104名核心骨干人员组成“二网网络管理提升
专项小分队”，北汽昌河也将进一步走入基
层。自主品牌海马汽车总经理刘海权表示，
在渠道建设方面，未来海马汽车将做到渠道
下沉，不仅仅是渠道形态的下沉，还要在管
理、政策、服务等方面全方位下沉。

业内专家普遍认为，县域城市生活压力
相对较小，居民有更多余钱用于消费。为满
足县域城市消费者旺盛的用车需求，江西日
报社主办的江西县域城市汽车巡展今年将继
续布局。据了解，今年汽车巡展将继续加大
城市下沉力度，在省内范围尤其是在区县乡
城镇搭建送车下基层服务平台，让“家门口看
车选车”的公益活动惠及更多消费者。

（本报记者 吕宙巡）

友情提醒CAR

县域城市汽车消费升级，购车主力渐趋年轻化——

新购汽车是否需要磨合？很多老司机认
为新车的“磨合期”很有必要，甚至新车前几
个月都要在路上龟速行驶。业内人士表示，
其实没有必要，但如果充分利用好磨合期，对
于车辆的使用寿命、油耗以及安全性都还是
有利的，根据车辆的说明书来就行。

譬如说明书明确指出，在最初 300km 应
避免紧急制动，避免急加速。不同的车调教
不同，说明书内容也不大一样，具体可以参考
自己的车辆说明书。专家提醒，一般 4S店要
求车主在 5000公里内完成首保的，所以千万
别超过了 5000 公里才去首保。因为如果不
按照使用说明进行正常的保养，就等于自己
脱保了，车出现问题 4S店和厂家就有权不保
修了。

首保要做哪些内容？车辆在前期经过了
磨合期以后会产生大量的杂质，一般情况下，
在磨合期间，引擎工作产生的杂质如果得不
到及时的清除，就可能会对汽缸内部产生非
正常的损伤。另外，在发动机舱内不断的摩
擦、高温，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机
油的性能也在衰减。所以
一般应该在首保的
时候换掉车内

的机油和机油滤芯。
机油怎么选？普通机油就是矿物油，价

格比较便宜，其使用寿命、润滑性能等都较半
合成油和合成油差一些。全合成油的油品自
然最好，因此热稳定、抗氧化反应、抗黏度变
化的能力自然要比矿物油和半合成油强得
多，当然价格也贵得多。不同等级的机油，有
效期也是有很大区别的。比如：矿物油的有
效期是 5000公里或三个月；半合成机油的有
效期是 7500公里或半年；全合成机油的有效
期是10000公里或一年。

业内专家指出，其实最重要的是首保要
做好全面检查。虽然首保并不需要我们去上
到一线，但全面检查这个事一定要和检修人
员交代清楚，并且在这之前有任何地方出现
过问题都要与之确认并解决，确保首保之后
消除潜在隐患。 （垂 范）

今年夏天来得太快，让人猝不及防。很
多车主发现，这几天汽车在户外停放半小时，
再打开车门，就是一股热浪扑面而来。想摆
脱蒸笼感觉的车主们可谓想尽了办法。最近
发现，在各大网络商城，售价十几元的汽车降
温喷雾非常热销。那么，这些这么便宜的“神
器”能用吗？

有业内人士到某网店购买了汽车降温喷
雾，花费 18 元。当汽车在阳光下露天停放一
小时左右，分别用喷雾和自来水降温，看各自
降温效果。首先打开了汽车空调的外循环，同
时打开所有车窗和天窗，然后向车内空间均匀
持续喷洒网上购买的降温喷雾剂。再拿温度
测试仪一测，并没有瞬间降温的效果，车内气
温依然高达 35 摄氏度以上。随后，再拿着装
了冰凉自来水的喷水瓶，喷洒在副驾驶座的真
皮座椅上，然后再用纸巾擦拭，看看能否用水
进行物理降温。结果用温度测试仪一测，温度
还在35摄氏度左右。

业内专家指出，干冰制剂等降温喷雾有一
点效果，所以每到夏

天 汽 车

降温喷雾的销量都挺好，但一瓶喷雾大约只能
用四五次，基本就没了。如果在高温天气需要
多次用车的话，可以想象基本很快就喷光。汽
车降温喷雾虽然外观就像空气清新剂，但成分
却不简单。降温剂主要成分为干冰，也就是液
态二氧化碳，干冰被喷射后吸收空气和实物表
面的热量以达到降温的作用。因为喷雾罐本
身喷射量小，并且干冰对热量的吸收也极为有
限，所以这并不能达到几秒钟车内快速降温的
效果，只能局部辅助降温，所以一般用来针对
座椅、方向盘等部位进行瞬间降温。

专家表示，使用这些产品时，也是有隐患
的，汽车降温剂也有可能会导致玻璃爆裂。交
警部门曾发布相关安全提示：这种快速降温喷
雾千万不能够近距离直接喷到玻璃、真皮皮具
上，以免温度急剧降低造成以上物品进水、爆
裂。即使不喷在玻璃上，干冰很容易挥发，在
受到暴晒和高温后也会汽化，会释放出体积比
原来固体干冰大数倍的气体，一旦罐体无法承
受这个压力，就容易发生爆炸。此外，使用这
种汽车降温剂，要避免放置在阳光直晒和50℃
以上的地方，以防爆炸，否则很容易导致汽车
火灾爆炸。交警建议大家谨慎使用。更加要

注意的是，绝对不能在 30cm 范围内对
着人喷，否则很容易会冻伤皮

肤。 （业 鹏）

红5月，车市迎来销售
旺季。随着我省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的稳步增长，
买车已不再局限于满足代
步工具的功能，在人们追
求更好的产品体验、更高
的生活品质的同时，我省
汽车产业也悄然升级。

最新数据显示，我省
汽车市场产销规模日益壮
大，截至目前汽车及零部
件生产企业已达440家，其
中整车企业 10 家，专用车
企业21家。形成了以江铃
集团、昌河汽车等整车企
业为龙头，以南昌、上饶和
赣州等城市开发区汽车零
部件产业基地为配套的产
业发展格局。据了解，2017
年我省汽车产业实现了平
稳增长，传统汽车稳中有
升，新能源生产企业增加
产能继续保持倍增态势。
其中，省产自主品牌推出
的江西省汽车新产品开发
竟达300余项。

红 月

新购汽车保养门道多

车友问答CAR
夏天，车内降温喷雾能用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