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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二手车市迎来开门红
□ 时报记者 吴雨
近日，国家政府工作报告中指
出，将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优惠政
策再延长三年，全面取消二手车限迁
政策。这将有效促进二手车消费市
场潜力进一步释放。据数据显示，目
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 2.17 亿辆，二
手车市场潜力巨大。
记者从青海省机动车更新交易管
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处了解到，
近年来，
随着我省经济建设的发展和汽车保有
量的增长，我省二手车市场发展速度
迅猛，
已步入到高速发展期。据介绍，

我省二手车市场交易活跃，交易量快
速增长，服务水平也在逐年提升。根
据相关数据统计，
自2016年以来，
我省
二手车交易量累计达 10.2 万辆 ，
交易
额达 41.5 亿元。其中，2016 年二手车
交易量为 4.2 万辆，交易额为 18.8 亿
元；
2017 年二手车交易量为 6 万辆，
交
易额达 22.7 亿元，交易量同比增长了
42%，交易额同比增幅 20.7%；2018 年
1-2 月份，我省二手车交易量为 9943
辆，
同比去年 1-2 月份，
交易量增长了
29%，交易额高达 38 万元，同比增长

11.8%。由此可见，
2018年我省二手车
市场迎来了开门红。
省机动车更新交易管理办公室
工作人员表示，全面取消二手车限迁
政策，势必会效促进二手车消费市场
潜力进一步释放。这就要求我省二
手车市场应需加快推进二手车信息
和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规范我省二
手车交易秩序；同时还有望带动我省
汽配、维修、保险等相关服务业发展，
推动我省汽车市场不断优化结构、实
现高质量发展。

女司机比男司机路怒几率高 12
12%
%
现代汽车集团英国公司所做的
研究表明，女性司机出现路怒情况的
几率比男性司机高 12%。外界通常
认为，男性开车时比女司机脾气更差
一 些 ，更 容 易 发 怒 ，但 现 代 公 司 对
1000 名英国司机所做的调查表明，
情况并非如此，女性所有的防卫本能
让她们对已察觉的危险的反应更气
势汹汹一些。
研究发现，女性对爱指手画脚的

本期评估师：
王顺英
买卖二手车，如何估价？想要
换车，把旧车先卖了，再去购得新车,
这是不少消费者的共同需求。但是
现在的爱车价值多少？另外，买什
么品牌，什么车型最保值？近日，我
们邀请了海东市二手车鉴定评估师

乘客发怒的几率比男性高 14%，其他
司机没有使用转向灯时，女性发怒的
几率比男性高 13%。
大学行为心理学家解释道，
“进
化理论认为，早期女性祖先在男人外
出狩猎，洞穴未设防时，对一切威胁
她们及其孩子的东西都特别敏感。
那种“早期警报系统”的本能如今对
女性仍有一定影响，女性司机对消极
刺激往往会更敏感一些，所以也更容

王顺英为读者解疑。
◎读者张女士对爱车进
行估价：
经专业的评估师鉴定，4
年 5.6 万 公 里 2013 款 三 厢
1.6L 手 动 雪 铁 龙 世 嘉 估 价
4.2 万元。
车辆品牌：
雪铁龙
车辆系列：
世嘉
车身颜色：
白色
上牌时间：
2013 年 12 月
行驶里程：5.6 万公里
交易地区：西宁
车主说：这款车家用性价比非
常高。操控好，底盘稳定，有厚重
感，提速不错。油耗比想象中低，
比较省。车况较好，无事故，4S 店

易发怒或沮丧。
研究还发现，司机们开车时会因
驾驶所带来的自由而开心，也会因驾
驶时出现的失控状况而发怒。54%的
人认为边开车边唱歌会让他们开心，
80%的开车时会习惯性地听音乐。研
究者们把以上数据收集起来开发了
一个司机情感测试，该测试可测出司
机对不同刺激所做出的生理反应。
（来源：
环球网）

保养。
静态检查：整体外观保持不错，
没有划痕，全车较新。整车螺丝未
存在拧动的痕迹，内饰发动机未存
在涉水痕迹。
综合评定：世嘉是东风雪铁龙里
的一款 A 级车型，该车型的保值率
还不错。发动机性能较好，提速响
应快。前排空间比后排空间宽敞。
油耗一般。但密封性略有不足，路
噪有点大。评估师王顺英对该车估
价为 4.2 万元。
有同样需求者，可将车辆基本
情况发邮件至 34213552@qq.com 进
行咨询，我们将请专家为您的爱车
进行估价。
（时报记者 吴雨）

长安汽车召回 CS
CS75
75 汽车 25
25..2 万辆

日前，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
条例》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
例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质检总
局备案了召回计划，自 2018 年 3 月 2
日起，召回 2016 年 7 月 26 日（含）至
2018 年 2 月 24 日（含）期间生产的部

分 CS75 汽车，
共计 252087 辆。
本次召回范围内部分车辆
的发动机电子控制单元（ECU）
软件缺少对车辆在极端条件下
发动机喷油策略调整的控制，当车
辆长期在低温环境下和短距离行驶
时，发动机机油持续处于低温状态，
造成存留在机油中的微量液态汽油
不能及时蒸发并通过曲轴箱强制通
风系统进入气缸再燃烧，一段时间
后，会出现机油盘中机油增多的现

象。机油增多到一定程度后会出现
机油报警灯点亮提示，若用户忽略
报警提示，持续运行车辆可能对发
动机摩擦副和运动副造成影响，极
端情况下将损坏发动机，存在安全
隐患。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将
对召回范围内的车辆进行检查，升
级 ECU 软件和发动机冷却系统，消
除安全隐患。
（来源：
人民网）

A11

新能源汽车

电池回收将多地试点
据工信部官微消息，工信部等七部门日
前印发《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试
点实施方案》，决定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
角、中部区域等选择部分地区开展试点工作，
试点内容包括构建回收利用体系、探索多样
化商业模式、推动先进技术创新与应用、建立
完善政策激励机制等四方面。
据悉，试点工作实施年限原则上不超过
两年。方案规划同时指出，到 2020 年，我国将
建立完善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体系，探索形
成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创新商业合作模式。
建设若干再生利用示范生产线，建设一批退
役动力蓄电池高效回收、高值利用的先进示
范项目，培育一批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标杆
企业，研发推广一批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关
键技术，发布一批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相关
技术标准，研究提出促进动力蓄电池回收利
用的政策措施。
（来源：
《北京青年报》
）

春节假期结束

爱车该如何保养
□ 时报记者 吴雨
春节期间，不少人选择自驾返乡，爱车常
常需要几百甚至上千公里的长途跋涉，因此，
假期结束，对爱车进行检查保养是驾车安全
的重要所在。那么，究竟该给爱车做哪些检
查保养呢？
从事汽车售后维修服务工作 14 余年的青
海赛亚金晟汽车有限公司售后总监武正全提
醒车主，在春节过后，外观划痕的检查是必不
可少的项目。车辆在春节传统节日期间，被
炮竹炸“伤”或被其他车辆、树木划伤的风险
都比较大。洗车是检查车辆的第一步，有助
于发现车辆本身所存在的一些隐患，比如发
现车身有划痕，
以及划痕的深浅。
此外，检查轮胎也是不选项。检查轮胎
需要非常细心，对轮胎的花纹磨损、胎压进行
检查，
对缝隙中的石子等杂物进行清理。
此外，应重点检查油液问题。首先检查
发动机机油液是否渗漏。然后，观察机油颜
色，如果机油为黄色，流动性较好，便不需更
换，如果机油为棕褐色，则需进行更换。长途
行驶，
玻璃水消耗极大，
应及时补充。
空调滤芯如果没有好好保养会让滤光
板、散热器、蒸发器、翅片表面积累大量回程
和污垢，造成气流堵塞；而且空调也会出现制
冷、制热效果下降，增加耗电、噪音的现象，空
调的使用寿命也会降低。更为严重的是：车
内的异味还会危害到驾驶员和乘客的身体健
康。因此，
节后应更换空调滤芯。
春节期间长途跋涉，泥浆等脏物极易附
着在底盘上，甚至一些不断敲打底盘的砂石
也会将底盘的保护层剥落，底盘被锈蚀的可
能性变大。如果路面障碍物刮伤底盘后，可
能会导致底盘的一些零件变形，特别是上下
摆 臂 、左 右 方 向 拉 杆 等 容 易 发 生 变 形 。 另
外，一些轻微碰刮同样会引起机油底壳或变
速箱油底壳等发生轻微渗漏。因此，春节回
来底盘检查很有必要。在检查底盘时，要检
查刹车片磨损情况，以及注意将底盘螺丝进
行紧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