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11 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
了中国汽车市场销量数据。数据显示，
1-8月，乘用车销量同比保持小幅增长，
其中，8月乘用车共销售 187.52万辆，环
比增长 11.72%，同比增长 4.12%。

8月，基本型乘用车
(轿车)销售 93.30 万辆，
环比增长 13.10%，同比
增长 1.58%；运动型多用
途 乘 用 车 (SUV) 销 售
77.38 万 辆 ，环 比 增 长
12.22% ，同 比 增 长
17.71%；多功能乘用车
(MPV)销售 13.81 万辆，
环比增长 1.15%，同比下
降 23.44%；交叉型乘用

车销售 3.03 万辆，环比增长 10.46%，同
比下降 32.34%。

1-8 月，乘用车共销售 1480.74 万
辆，同比增长 2.23%，增幅比 1-7月提升

0.28个百分点。其中：基本型乘用车(轿
车)销售 715.73万辆，同比下降 2.24%；运
动型多用途乘用车(SUV)销售 599.06万
辆，同比增长 17.10%；多功能乘用车
(MPV) 销 售 128.50 万 辆 ，同 比 下 降
16.20%；交叉型乘用车销售 37.45 万辆，
同比下降 27.15%。

截 至 8 月 ，汽 车 产 销 分 别 完 成
1767.8 万辆和 1751.1 万辆，比上年同期
分别增长 4.7%和 4.3%。其中，8 月份中
国汽车市场产销分别完成 209.3万辆和
218.6 万辆。值得注意的是，1-8 月，新
能源汽车产销同比增长加速，纯电动汽
车销量同比增长超 90%。

（来源：人民网）

不少车主，都不清楚自己的爱车到
底能开多久，到底开到多少公里车子需
要报废。近日，2017 年车辆报废新规
出台，且在新规中，取消了对小型私家
车的报废年限，很多车主误以为私家车
将不会被报废。其实新规规定了另外
一些私家车被强制报废的情况，即使没
有报废年限的限制，如果车子出了以下
问题，同样会被强制报废。

根据《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
交通部门通过制定安检制度，根据机动
车使用里程 、年限、排放、安全技术等
方面进行检查，对于达到报废标准的
车辆实施强制报废。各种车型的报废
情况各有不同。

家用车。目前国内对家用车（5座

轿车和 7 座 SUV）、非
营运的微型、小型车
等车型都没有强制性

的使用年限。但是，当
车辆行驶里程达到了 60

万公里，车管所就会引导报
废。另外，车辆的使用年限超过

15年以后，年检的时间就会变成半年
一检，当再也无法通过年检的时候也就
是车辆宣告报废的时候。

皮卡及轻、中、重型载货汽车。这
几类车强制性使用年限不得超过15年，
其中全挂车、危险品运输半挂车使用10
年，集装箱半挂车不能超过 20年，其他
半挂车使用不能超过15年。也就是说，
当这类车辆使用年限超过了15年，就算
是车况再好，也必须要强制报废。

微型载货汽车。这种车强制性年
限不能超过12年，也就是说使用年限超
过12年的，无论车况如何，都必须报废。

中型出租客运汽车。这种车型强
制性年限是不得超过 10年，换句话说
只要开到 10以后，就不能通过年检，必
须报废。另外，公交客运汽车使用年限

为13年。
出租车。满大街跑的出租车最多

的就是捷达、新桑塔纳等比较便宜的
车，很多人都不明白为啥就没个好车，
其实出租车每天都在路上，跑的里程
多，强制使用年限只有 8 年，超过 8 年
就得报废，所以选择经济实惠的车子
是对的。

校车。校车使用年限为几年，这成
为许多校车公司以及学校关心的问题，
专用校车使用 15年，或行驶满 40万千
米，对达到这样行驶里程或使用年限的
校车引导报废。

那么，如果车子没达到年限，是否
可以不报废？答案是否定的。已经注
册的机动车如有下列情况，也会报废。

汽车损坏经修理和调整仍不符合
机动车安全技术国家标准对在用车有
关要求的；经修理和调整或者采用控制
技术后，向大气排放污染物或者噪声仍
不符合国家标准对在用车有关要求的；
在检验有效期届满后连续 3个机动车
检验周期内未取得机动车检验合格标
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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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月乘用车销量达月乘用车销量达187187..5252万辆万辆

入秋了入秋了

爱车要及时保养爱车要及时保养

时间流逝，转眼间，已经到了 9月
中旬，秋季悄然来临。秋季是寒暑替换
的时节，最容易引发病症。人如此，汽
车也是如此。因为，气温大幅下降，且
早晚温差大，容易导致轿车的电路、空
调、轮胎等部件发生问题，应在秋季及
时保养。

空调保养。夏天时，空调使用频
繁，且夏天雨水较多，车辆常走涉水路
面，因此，空调冷凝器下部会沾上许多
泥沙，冷凝器容易锈蚀，会缩短空调的
使用寿命。进入秋季，为爱车做空调保
养显得尤为重要。

另外，要注意暖风管线及电扇保
养。因为秋天气候转凉，气温较低时会
呈现白霜，在这个时节，应特别注意挡
风玻璃下的除霜出风口出风是否正常，
热量是否够，出现问题时要及时处理。

制动保养。谨慎查看制动有无变
弱、跑偏，制动踏板的蹬踏力度是否有
改变，必要时应该整理整个制动体系的
管路。

发动机舱保养。查看发动机舱内
的机油、刹车油和防冻液，看油液是否
充足、是否蜕变、是否到了替换周期。
这些油液犹如爱车的血液，到替换周
期，一定要换掉，以确保油液循环通畅。

车胎保养。夏日高温，为避免轮胎
气压过高爆胎，要经常查看轮胎的气
压，而秋天，气温下降，则要弥补气压，
使其保持在规定的气压范围。此外，要
查看轮胎是否有刮痕，因为橡胶在秋冬
时节容易变硬，轮胎易漏气或扎胎。而
且，修补过的轮胎要换到后轮，修补超
过 3次的轮胎应替换掉。最后，轮胎的
胎纹具有排水作用，在雨后轮胎上容易
附着石子、泥沙等，从而影响轮胎的排
水量，为此，车主最好挑选防水轮胎。

车体清洁和保养。夏日过渡到秋
季时，车辆外部和内饰保养都很重要。
秋天早上露水较多，轿车外表容易湿
润，车外表有明显刮痕时，应及时做喷
漆处理，避免刮痕处受潮锈蚀。

此外，夏日雨水雨酸含腐蚀性，且
强光直射，使汽车漆面容易被氧化，换
季时应为汽车做一次清洗、抛光、打蜡、
镀膜的全面美容养护。同时，因夏天高
温、多雨，车内地毯及其他隐蔽容易滋
生细菌，秋季应为汽车做一次内饰灭菌
与清洁。

（来源：时报资料室）

□ 时报记者 吴雨

奔驰召回部分进口车型奔驰召回部分进口车型

共涉及共涉及3945839458辆辆
近日，据质检总局官网消息，梅

赛德斯-奔驰 (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向国家质检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
将自 2017年 9月 8日起，召回 2015年
2月 17日至 2017年 4月 4日期间生产
的部分进口 2015-2017 年款 GL 级、
GLS SUV、GLE SUV 系列汽车。据统
计，中国大陆地区共涉及 39458 辆。
具体如下：

(一)2015 年 9 月 2 日至 2016 年 6

月 8日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GL
级、GLS SUV、GLE SUV 系列汽
车，共计32105辆；

( 二)2015 年 2 月 17 日 至
2017 年 4 月 4 日期间生产的部
分 进 口 GLE SUV 汽 车 ，共 计

7353辆。
上述范围 (一)内部分车辆由于

供应商制造原因，车辆转向助力控
制单元插头的密封性可能不满足要
求，导致湿气可能进入到转向助力
控制单元，造成其内部的信号传输
受到干扰，转向助力装置可能失效，
增加车辆发生碰撞的风险，存在安
全隐患。梅赛德斯-奔驰 (中国)汽车
销售有限公司将对召回范围内车辆

进行检查并更换合格插头，如有必
要则更换电子转向助力总成，以消
除缺陷。

上述范围(二)内部分车辆由于发
动机控制单元软件问题，导致车辆在
即将停止或者通过发动机启停功能启
动车辆时，发动机可能熄火，驾驶员可
能会误以为是发动机启停功能在工
作，但发动机无法自动启动，而是需要
人工重启，存在安全隐患。梅赛德斯-
奔驰(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将对召
回范围内车辆升级发动机控制单元软
件，以消除缺陷。

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将以挂号信等形式通知客户。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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