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部委发布新车节能清单
328个型号新能源汽车产品申报

近日，国家工信部对申报第 311 批《道路机
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的车辆新产品进
行了公示。据了解，申报311批新能源汽车产品
的共有111户企业的328个型号，其中纯电动产
品共105户企业306个型号、插电式混合动力产
品共 6户企业 9个型号、燃料电池产品共 9户企
业 13个型号。此次申报的产品中，新能源乘用
车 49 款，新能源客车 148 款，新能源专用车 131
款。同时，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了

《关于调整公布第二十期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
单的通知》，对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做出了新
的调整，信息类产品品目未发生变化，其他品目
略有改变，其中，新一期节能清单中汽车产品品
目虽然减少但入围型号有所增加。 （东 来）

江铃福特轻客在昌开启
第十一届汽车快运竞技赛

8 月 25 日从江铃汽车获悉，第十一届汽车
快运快赢趣味竞技赛复赛在南昌启动。据了
解，作为物流行业内极具代表性的竞技赛事之
一，江铃福特轻客汽车快运快赢比赛已经成功
举办了10届，让更多消费者体验到江铃福特轻客
的出色品质和性能，在业界获得广泛的知名度和
关注度。为了展现江铃福特轻客“多、快、好、省”
的出色品质和卓越性能，本届比赛将在南昌、大
连、宁波、武汉四大物流之都相继举办，每一站的
前5名优胜者晋级总决赛，在福特汽车南京试车
中心进行冠军争夺战。 （汪 恺）

多项车市政策酝酿出台
新能源汽车再迎利好

日前，国家发改委消息称，新的汽车产业投
资管理规定已经完成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同时多项政策正在加紧推进，鼓励技术、模式等
创新，进一步完善后全面出台。未来新能源智
能化汽车将迎来更多利好。今年前7个月，我国
新能源汽车增长 68.6%，保持了持续增长的态
势，成为拉动整体汽车市场增长的重要力量。
据了解，新的汽车投资管理办法被称为“最严燃
油车产业政策”。未来新建独立燃油车项目将
被禁止，而现有汽车企业扩大燃油汽车生产能
力也要同时满足上两个年度汽车产能利用率均
高于全行业平均水平、上两个年度新能源汽车
产量占比均高于全行业平均水平等条件。同时
对于新能源汽车的准入门槛也大幅提高。

（梓 迅）

我国电动车销量三年翻两番
汽车制造商急于扩大产能

最新调查显示，在强有力的国内政策的推
动下，我国电动汽车的使用率正超过其他国
家。今年第二季度，电动汽车占我国乘用车销
量的比例从三年前的不到 1%上升到近 4%。此
外，电动汽车约占欧洲销量的2.2%，在北美销量
中的占比为1.6%。电动汽车的快速增长趋势正
在继续。业内专家表示，通常第四季度我国电
动汽车的销量很强劲，且从2019年开始，我国汽
车制造商将不得不出售一定比例的“新能源汽
车”，该配额制度与加利福尼亚州早就实施的零
排放车辆积分制度类似。未能达到销售目标的
汽车制造商将不得不从竞争对手那里购买新能
源积分。去年，我国占全球电动汽车市场的份
额为 47%，业界预计这一比例还将在今年升至
55%。 （江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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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市资讯CAR

特别策划CAR

到 8 月 24 日，老记试驾过的轿车和 SUV
车型已过百款。拿到一汽-大众这款新车
T-ROC 探歌的钥匙，本就打算来一次高速
长距离拉练测试，对车辆的装载能力动力系
统的要求高标。进入车内观察空间布局，彻
底打消了疑虑。该车后排座椅支持 40:60 翻
折并完全放平，可以使后备箱装载能力得到
极大提升；同时，车顶行李箱、拖挂房车等也
为探歌提供更为灵活的空间解决方案。

启动引擎，说走就走。关闭音乐聆听动
力，将 T-ROC 探歌试驾车驶入预设路段才
发现，该车得益于1.4TSI 110kW高功率发动
机和DQ381湿式双离合变速箱的充沛动力，

以及4MOTION智能四驱系统的精准动力分
配，只需轻踩油门，车辆即可轻松爬上陡坡；
下坡过程同样轻松，探歌配备了HDC陡坡缓
降控制系统，通过 ESP 系统对四个车轮实施
制动，以控制车辆下坡速度，让车辆平稳地驶
下陡坡。作为我国首批合资汽车品牌，一汽
大众自 1991年首款捷达轿车下线以来，凭借
技术和口碑长期领跑车市。然而，SUV 车型
却一直是一汽大众的产品空白，这款 4 驱
SUV T-ROC探歌，的确给了老记一个意料
之外的惊喜。

大半天的道路试驾和场地测试，让老记
细致品味了这款紧凑级SUV。为了感受车辆

的越野性能，老记这次试驾特意选择了一些
非铺装路段，认真地开始了“虐车”之旅。直
观经验就是，将试驾车的驾驶模式旋钮调节
至“越野”模式，这么“虐车”，怎一个爽字了
得！面对突如其来的凸起及暗坑，车辆都能
轻松应对。据了解，该车装备的大众 4MO⁃
TION 智能四驱系统，这套系统搭载了博格
华纳第 5 代中央差速器，能在个别车轮失去
附着力时，快速识别并进行前后轮扭矩分配，
保证车辆的动力输出，帮助车辆轻松脱困；而
探歌配备的 Active Control驾驶模式选择系
统，可实现4种公路模式、2种越野模式和1种
雪地模式的任意切换。 （本报记者 吕宙巡）

意外的“越野”之旅
——试驾一汽-大众T-ROC探歌

风景独好，今日婺源更美丽

“郁郁层峦夹岸青，春溪流水去无声，烟
波一棹知何处，鶗鸠两山相对鸣。”宋代朱熹
这首赞美婺源的《舟泊山溪》诗中的意境，让
到过婺源的人，脑海都会闪现：粉墙黛瓦马头
墙，绿水青山油菜花；没有到过婺源的人，也
从摄影作品中看到：小桥流水有人家，峰峦叠
翠花世界，那是梦里老家。婺源被称为“吴头
楚尾”，位于皖浙赣三省交界，地处我国黄金
旅游圈的腹地，有景婺黄、景婺常两条高速公
路，有京福高铁，九景衢铁路穿境而过。

“八分半山一分田、半分水路和庄园”。
婺源代表文化是徽文化，素有“书乡”“茶乡”
之称，是全国著名的文化与生态旅游县，被外
界誉为“中国最美的乡村“。婺源名优特产
有：婺源绿茶、荷包红鲤鱼、江湾雪梨、绞股蓝
等。今年上半年，全县完成生产总值45.17亿
元、财政总收入9.42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24.3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649
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6413 元。有 3
项指标增速进入全市第一方阵，其中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0.1%，继续保持上饶
全市第一。新时代，婺源县委、县政府开展了

“弘扬微家训、建设好家风”活动，全县居民齐
讲“微家训”，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婺源正按照省委十四届六次全会的部署，在

新起点上思想大解放，改革再出发。今日婺
源更美丽，风景这边独好。

8 月 16 日，婺源县全面启动了优质旅游
服务提升年活动。青山环绕，山势秀雅；绿水
荡 漾 ，水 道 蜿 蜒 ，婺 源 县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82.64%，90%以上的植被覆盖率。空气、地表
水达国家一级标准，负氧离子浓度达 7-13万
个／cm3，是天然大氧吧。作为古徽州“一府
六县”之一，婺源徽文化底蕴深厚，徽派建筑
特色十分明显，拥有明清古建筑4500余幢，形
成了没有围墙的徽派建筑博物馆。婺源自古
注重礼仪，诚信礼让、民风谦和，有着“夜不闭
户、路不拾遗”的良好风尚。

金九银十，江西汽车走基层

江西日报社主办江西县域城市汽车巡展
送车下基层公益活动，旨在方便了县域城乡
基层群众，助力我省未来车市持续增长。专
家指出，稳定的渠道下沉，精准抓住县域市场
的增长机会，是把握未来市场增长的关键。
据了解，第五届江西县域城市巡展，将有一大
批经历车市考验的省产热门车型出现，包括
北汽昌河Q7、汉腾X7、陆风逍遥、江铃新能源
E400等。一位参加了前几届汽车巡展的车企
代表认为，在每一个巡展站点，他们都会为前
来提车的新车主准备礼物，把金九银十的购

车优惠信息、低碳节能的绿色理念及国际汽

车文化传播送到乡镇村组，把实实在在的购

车优惠送到乡镇。

统计显示，1 至 7 月份，我国汽车消费结

构进一步放缓，细分市场来看，轿车生产90万

台，增速 4%，SUV 生产 64 万台，增速-6.7%，

SUV 对轿车分流逐步弱化。可以说，上半年

持续低迷已经成为车市的主基调，近年来，国

产自主品牌汽车却人气走旺，市场反馈良

好。本届汽车巡展将有多款国产自主品牌汽

车新车亮相。江西县域城市汽车巡展送车下

基层公益活动自 2014 年举办以来，一直得到
各级政府及相关单位部门的大力支持，受到
各大汽车品牌参展商的大力支持，基层群众
观展好评如潮。

今年适逢改革开放 40 周年，本届巡展将
助力省产汽车工业企业高质量发展，宣传江
西汽车品牌，倡导绿色节能新能源车，方便县
域城乡群众。欢迎广大读者踊跃参与“巡展
汽车团购”优惠活动。团购报名咨询热线：
0791-86849312；传 真 ：0791-86849364。 短
信：（0）15180177256（请注明：意向品牌、车型
和颜色，购车人姓名，地址及电话），可关注

“江西日报汽车沙龙”微信公众号：AutoSalon
报名。

2018汽车巡展婺源开锣

2018第五届江西县域城市汽车巡展送车下基层公益活动，将于9
月1日走进婺源文化广场——

2018第五届江西县域城市
汽车巡展各站地点及时间

县市 地点 时间

1 婺源 婺源文化广场 9月1日、9月2日（周六、日）

2 弋阳 行政中心广场 9月8日、9月9日（周六、日）

3 宜丰 新昌湿地公园广场 9月15日、9月16日（周六、日）

4 贵溪 浮石公园广场 9月22日、9月23日（周六、日）

5 芦溪 古城广场 9月29日、9月30日（周六、日）

6 莲花 莲花广场 10月2日、10月3日（十一假期）

7 峡江 锦绣湖湿地公园 10月5日、10月6日（十一假期）

8 余江 血防纪念馆广场 10月13日、10月14日（周六、日）

9 靖安 清华文化广场 10月20日、10月21日（周六、日）

10 吉水 文化公园广场 10月27日、10月28日（周六、日）

吕富来 本报记者 吕宙巡

2018第五届江西县域城
市汽车巡展送车下基层公益
活动，将于本周六、周日（9月
1日至2日），走进“中国最美
乡村”婺源县文化广场，为
您奉上今秋巡展首站的婺源
之美。

第五届江西县域城市汽
车巡展送车下基层公益活
动，将于今年9月至10月间，
陆续走进婺源、弋阳、宜丰、
贵溪、芦溪、莲花、峡江、余
江、靖安、吉水等 10 县（市）。
此次送车下基层巡展公益活
动，旨在让智能化节能新能
源概念、省产汽车品牌与国
际汽车文化走进我省新兴经
济增长县市城区，助力江西
县域经济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