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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到 5 月中国汽车

产销同比增 3.8%和 5.7%
数据显示，今年 1 月到 5 月中国
汽车产销均呈增长。新能源汽车同
比高速增长。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11 日透露，1
到 5 月中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176.8
万辆和 1179.2 万辆，产销量比上年同
期分别增长 3.8%和 5.7%。1 到 5 月中
国汽车产销量增速比 1 到 4 月提高 0.9
个百分点，
总体表现良好。
其中，中国品牌乘用车市场份额
下降。1 到 5 月，中国品牌乘用车共销
售 435 万辆，同比增长 4%，占乘用车
销售总量的 43.9%，但比上年同期下
降 0.5 个百分点。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1
到 5 月，新能源汽车产
销均完成 32.8 万辆，比
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122.9% 和 141.6% 。 其
中，纯电动汽车产销比
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105.1%和 124.7%；插电
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
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207.3%和 218.4%。
此外，1 到 5 月，中国汽车企业出
口 41.2 万辆，比上年同期增长 30.9%。
分车型来看，
乘用车出口 30.3 万辆，
比

炎炎夏日，日常出行离不开空
调。那么夏季里，汽车空调该如何使
用和保养呢？
暴晒后先开窗再开空调
车在夏季被暴晒之后，刚上车时
肯定非常痛苦，如果此时一味地将空
调温度调低、风量调大，其实车内温
度下降的速度是很慢的，只有在出风
口处才能感到一丝凉意。想迅速降
温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先打开车窗、
车门，降低车内温度，打开空调，使用
空调的外循环吹风状态将车内热气
先排出去，2-3 分钟后再关窗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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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同期增长 38.6%；
商用车出口 10.9
万辆，
比上年同期增长 13.4%。
（来源：
人民网）

可有效清除灰尘。
空调系统的维护保养
空调滤清器可谓空调系统的门
户，也是直接影响空调出风量、噪音
甚至制冷效果的关键部件，如果上面
积压太多的灰尘和树叶等杂物，除了
工作不畅，
还会滋生霉菌影响健康。
非夏季空调也不能休眠
相信有很多车友车上的空调在
非夏季时都是长期处于休眠状态的，
很可能半年甚至更长时间都不会启
动，其实这样对空调系统是有损害
的。在长期闲置的状态下，空调压缩
机不够润滑，各管路可能发生泄漏，
软管更是会变软，所以最好每月都开
启一次空调制冷，时间不用太长，3040 秒即可。
汽车是我们日常出行中最重要
的交通工具，我们一定要在日常就对
他做好保养，以防在关键时刻给大家
带来不便
（来源：
时报资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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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识车友充实生活
□ 史广波

自从买了车，
我便被朋友拉进到
SUV 车友俱乐部的微信群里，
通过这
个平台，
我结识了众多车友，
同时，
我
的业余生活也更加丰富和充实。
记得，我是 2014 加入的车友俱
乐部，共同的兴趣和爱好把我和群
里的车友们紧紧联系在一起，我们
经常相约组织自驾游活动。我荣幸
地被设为管理员，多次在周末带队
到附近景点自驾游，很多车友都是

载着亲人一起参与，大家共同感
受旅途的快乐和放松。
汽车让我拥有五彩斑斓的
旅行生活。每每在周末，我都驾
着爱车，载着家人，与车友们一起或
郊游烧烤，或远行赏景，一路欢歌笑
语，其乐融融。
有车的日子，怡然自得，清晨出
发，暮时而归。我们一路领略过朝
霞四射，感受过夕阳斜照，有时和风
拂面，有时风雪漫漫。伴随着动听
的车载音乐，向车窗外望去，看雾像
轻纱，像兰烟，淡淡的漫在山路上，
藏在草丛中。
有车的日子，有妻子晨时的叮
咛；有女儿黄昏时的等候；有远朋亲

奥迪 A6/A
/A7
7 排放作弊

6 万辆隐患车被召回

夏季汽车空调如何保养
开启制冷，这样不仅可以让
车内有毒物质放出去，而且
降温制冷效果也更好。
内外循环交替使用
内循环在夏天可以迅
速降低车内温度，但是空气
不断循环利用，时间长了空
气质量会下降，而且含氧量
也持续降低，在极端条件下
车内人员会出现头晕缺氧等情况。
所以，当车外空气好的时候可以使用
外循环，可以让车内充满新鲜的空
气，提升车内空气质量。但如果车外
环境非常恶劣，灰尘、雾霾或者在堵
车路段就不要使用外循环了。
空调不要一直开在低挡
很多司机都觉得空调开到最大
档会很费油，而且风扇噪音也大，但
是如果长期使用低挡，空调使用的时
候，会吸进很多灰尘形成污垢，时间
长了会发生霉变。所以，我们需要定
期将空调开到最大档，10 分钟左右

召回信息

友的结伴出游。
有车的日子，最快乐的时光，莫
过于带着家人行驶在自驾游的小路
上，前后车友的车都插着同样的旗
子，当看到一处景致极美的地方，便
都靠路边停车，
一起下车拍照留影。
有车的日子，快乐在于，
“ 予人
玫瑰, 手留余香”的充实。小区偏
僻，周边公交车少之又少，看到抱孩
子的邻居等车，顺路载他一程，对方
流露出的温暖目光。雨天优雅慢行
在街道上，不溅起水花的绅士气质；
主动向行人让路，得到行人投向自
己的感激一笑。
投稿热线：
18797108889
投稿邮箱：
34213552@qq.com

德国联邦机动车管理局(KBA)日前
宣布在全球召回 6 万辆奥迪 A6 和 A7 车
辆，原因是其柴油发动机上安装有违法
排放软件。
KBA 表示，奥迪 A6 和 A7 车型搭载
的 3.0 升欧 6 柴油发动机上存在违法排放
软件，这种软件中使用了一种注入排气
系统的液体 AdBlue，可以中和有害的氮
氧化物(NOx)，减少进入催化转化器的液
体量，降低汽车在检查期间的消耗，但可
以排放更多废气。此外，召回车辆中有
3.3 万辆来自德国。
奥迪上个月曾表示，在发现排放软
件存在不明问题后，已停止交付配有特
定柴油发动机的 A6 和 A7 车型，并准备
进行修复。
KBA 发言人表示，
“我们已经展开调
查，下令拆除违法排放软件，并根据规定
对车辆进行修复。
”
德国当局今年初就曾对戴姆勒、大
众进行过警告，称一旦越线就会面临大
规模召回。随后在 2 月和 4 月，搜查了奥
迪员工的家庭和办公室。
大众“排放门”曝光后，奥迪也成为
该事件的焦点，大众部分车型的氮氧化
物排放量比法定限制高 40 倍。此前大众
已经在美国的罚款赔偿和召回中花费超
过 250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682 亿元)。
（来源：
环球网）

梅赛德斯--奔驰召回
梅赛德斯

部分进口 AMG GT 汽车
日前，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汽车销
售有限公司备案了召回计划，自 2018 年
6 月 12 日起，召回部分 2017 年 3 月 28 日
至 2017 年 7 月 28 日期间生产的进口奔驰
AMG GT 汽车, 据统计，
共计 25 辆。
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由于在驾驶
过程中，安全带可能会卡在安全带导向
装置中造成松弛，有可能会影响安全带
的保护功能。如果发生碰撞，可能会增
加乘客受伤的风险，
存在安全隐患。
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对涉及召回的车辆，会将安全带
导向环垫片移除，并添加其他滑动部件
到安全带导向装置中。
梅赛德斯-奔驰授权服务中心将通
过挂号信等方式通知有关客户此次召回
事宜。
（来源：
汽车召回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