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眼看着能上外地牌照的城市越来
越少，着急上牌的市民，不妨听听业内
人士的建议，1月份去竞价也不失为一
个良策。

从数据上来看，去年12月份有36
个人以1万元的底价抱得“铁皮”归，不
光是以最底价竞得指标的人数超出去

年5月份竞得底价人数的4倍多，而且
12月份个人平均成交价为16731元/
人，竞价价格或回归理性。还有好消
息的是，从去年12月开始，竞价有了上
限，是以上月的平均成交价的两倍为
限，因此，1月要参加竞价的各位，大家
最高只能出33462元，这个价格，比10

月竞价的个人最低成交价还要低。
近日，杭州市调控办公布的“过期

指标”数据显示，去年6月发放的车牌
指标中，共有302个指标因超过有效
期而作废。 根据相关规定，这302个
过期指标，将投入到本月指标中，再加
上去年12月有147个剩余指标，因成

功竞价后，未及时缴纳成交款，将投入
到本月指标中。也就是说，本月车牌
摇号、竞价指标数，将比平常多配置
449个。

以上数据表明，1月份的车牌竞
价，大家可以试试看。

2014年，后限牌时代，一块“铁皮”究竟搅乱了多少人的清梦，无从得知，但为这

块“铁皮”劳神费力的事情可真干了不少，摇号、竞价、上外地牌照等，这些事儿中，要

数上一块外地牌照既不费事又不影响车子出行，上外牌便成了很多人上牌的首选。

去年10月份，记者咨询了本地的多家4S店，多数销售顾问表示，本市户籍人员

能上外地牌照的城市还是绰绰有余的，其中以上上海的沪C、江苏的南京车牌最为

火爆，其他城市如徐州、扬州虽也能上，问津的人却少，可元旦过后，能上外地牌照

的城市屈指可数，有的4S店甚至只能帮助消费者上沪C，在如此严苛的条件之下，

业内人士建议，上牌要趁早。

既然上外地牌照的路子越来越窄，也有业内人士建议，1月份的车牌竞价，大家

不妨试试运气如何。

记者咨询的几家4S店中，多数工
作人员称，到目前为止，本市户籍人员
可以上外牌的城市为上海的沪C和江
苏的盐城牌照，少数几家上牌渠道相对
多一点，如江苏淮安等。

杭州康桥丰田4S店销售顾问告诉
记者，去年12月，江苏南京牌照依旧能
上，可过了元旦南京牌照就与萧山市民

“无缘”了。“突然间不能上了，具体原因
不知道，现在能为消费者争取到的只有
江苏盐城和上海沪 C，但风险也大，
不排除政策导向。”该销售顾问还表示，
消费者如果要上沪C车牌，新车的尾气
排放标准必须是国五以上，不然资格通
不过。记者也给大家提个醒，消费者在
买新车时，最好向销售顾问多问一句新

车的排放标准，毕竟在全国范围内，执
行国五排放标准的城市越来越多。

与杭州康桥丰田给出同样答案的
上海大众浙江中汽4S店工作人员称，
由于政策一直在变动，销售顾问在向消
费者建议上外地牌照时，不能作出百分
之百的保证，尤其是现在店内新车库存
较少，提车周期变长，等到消费者可以

提车时，当初建议的上牌城市或许会
随波逐大流。“有一点像做一天和尚撞
一天钟一样，无法给消费者做出切实的
承诺来。”工作人员说。

而东风日产通惠南方店的销售顾
问则告诉记者，本地市民能上外地牌照
的只有上海的沪C，其他路子都走不
通。

前两天，记者的一位亲戚朋友在买
车时着实碰到了一个难题，亲戚在元旦
之前便已看中新车，原本想在元旦后订
车也不迟，到时连新车和上一块南京牌
照都一次性搞定，这样就能在过年期间
舒舒服服地开着新车走亲访友，可这计
划现在全部被打破，南京、扬州等外地
牌照都上不了，亲戚心里那叫一个“不

落胃”。
他说，12月底去4S店问的时候，

销售顾问告诉他能上外地牌照的城市
还多，选择余地较大，可没想到跨了个
年，车牌却没跨到新年来。“车子虽然
已经订了，在1月底提车，可现在变数
这么大，能不能上牌还没个着落，心里
挺着急的。”

在杭州康盛别克看车的一位市民
告诉记者，之所以到元旦后来看车，一
是想在过春节前买到新车，另一方面，
听到一些消息说，能上外地牌照的城
市变得稀缺，希望能抓住机会。

杭州康盛别克销售任总监的解释
或许能为大家答疑解惑，他说：“本地
市民偏爱上南京的牌照，导致当地市

民上牌出现了一个滞缓期，为让当地
市民上牌流畅，因此相关部门才作出
调整。”他还建议，市民想上外地牌照
要趁早。

无论是元旦小长假期间还是非休
息日，记者走访了几家4S店后发现，
展厅的人流量出奇得多。

车牌没“跨年”，市民表示要把握上牌机会

上海沪C、江苏盐城车牌暂时“安全”

本月车牌竞价不妨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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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外地车牌渠道变窄，本月竞价不妨一试
上外牌要趁早，上海沪C、江苏盐城暂时“安全”

■见习记者施雅敏

在未知的境地无限探索，在已知的领域再
次发现。全球豪华 SUV 领导者路虎（Land
Rover）在旗下发现车型诞生25周年之际，携
发现家族最新成员——发现神行于1月31日
14:00-17:00，走进杭州大剧院，即将开启一
段城市探享之旅。

外观方面，全新路虎发现神行流线型的外
观延续极光独特美的同时又重新找回了路虎家
族一贯稳重的设计风格，虽然其是神行2的延
续车型，但是车身上完全没有神行的影子，外观
可选黑色运动套件，更为全新路虎发现神行增
添了几分神秘气息。

全新发现神行为路虎家族再添一员

新车的发动机盖标识已不是神行 2 的
LAND ROVER，而是变成了发现系列中的

“DISCOVERY”，这也充分地表明了发现神行
在路虎新家族的身份；而路虎发现系列从此又
多了一名新成员。

内饰方面，依然延续路虎家族平直化的设
计风格，鲜明的水平和垂直线条设计，使整个内
舱硬朗的同时多了一些灵动，中控台档位设计
沿用时尚的旋钮式控制系统，这也是捷豹路虎
高端车型中一个代表性的设计。

新车虽然被认为是神行者的接班人，但无
论是设计还是定位都完全不同。全新发现神行
加大车身尺寸，换用全新悬架设计，提供5+2三
排七座座椅布局。新车还集合了大量先进技
术，例如全新研发的信息娱乐系统，增强路人安
全的行人安全气囊。路虎希望发现神行能够吸
引现款神行的老客户，以及那些之前不能接受
发现但又有意于路虎的潜在买家。

发现神行是路虎梳理其产品线之后的全新
发现系列的首款新车。全新发现系列将着重强
调SUV的实用性，定位于强调硬派越野性能的
卫士系列和追求豪华的揽胜系列之间。

宝利德·路德行捷豹路虎萧山店邀你率先
品鉴发现神行前卫坚毅之姿，全能之身，期待消
费者与我们一起，尽释探索豪情，尽享发现乐
趣。只要消费者亲临现场即送路虎限量精美礼
品。

2015新年福利继续大放送，第三
拨免费送洗车券活动开启。已经拿着
洗车券去体验过的读者都称赞我爱我
车和玩车坊洗车的效率高，服务好，而
且洗车的产品更是有别于私人洗车摊，
清洗效果更加明显。的确如此，这两家
汽车美容店在萧山都有良好的口碑，业

内人士对此评
价也颇高。

我爱我车
在萧山拥有三
家分店，钱塘
汽车会派送的
洗车券就是为
了让读者体验

一把在萧山悄然兴起、在发达城市受欢
迎的“美式洗车”。而另一家汽车美容
店玩车坊在萧山改装圈内小有名气，如
果你也喜欢玩车，小编建议可以与玩车
坊的“大师”们切磋一番技艺。小编提
醒一句，免费送洗车券活动进行到现
在，中奖的几率还是蛮高的。

洗车券怎么领取

扫一扫左下角微信并关注，发送
“姓名+联系方式+我要洗车券”至萧山
日报“钱塘汽车会”平台，已经是钱塘汽
车会微信粉丝的读者只需发送以上信

息。下周三，小编会在微信留言里面随
机抽选出幸运读者，并以电话形式通知
中奖读者，当然中奖名单会在微信平台
上和报纸上同步刊登，请留意关注，抽
中者每人可获得2张洗车券。（注：已经
抽中的读者不再参与下次抽奖。）

另外，上周二推出的30张洗车券
免费送中奖名单已经出炉，快来看看你
有没有中奖。

领取地点：城河街88号萧山日报
社4楼《汽车周刊》编辑部。

15位免费送洗车中奖名单

花花 楼华186****9777
Mickey 153****0921
锦麟189****8859
胡益卿 153****1288
Hijane 135****2676
朱哥 135****0761
徐伟137****6742
华平 150****6283
浓浓桨果 159****8730
毛豆 151****2176
king 137****7575
菜菜 188****6900
记得 180****6333
逍遥 137****7042
阿来 151****8585

钱塘汽车会免费洗车券福利第三拨开送
发个微信就有机会赢取

情人节即将到来，你还在苦于不知
道如何向心仪的Ta表白，还在愁眉苦
脸如何把心中的爱转达给Ta，就让荣
威替你传达你的爱，给你心爱的
Ta2015年的第一个惊喜。

杭州禾润荣威特针对70万客户推
出了“‘荣’于生活 爱在记录”第一季荣
威“日记情人节”感恩回馈活动。

1月11日活动当天，进店客户即可

报名参加DIY情侣爱心蛋糕，现场可免
费试乘试驾，另外还有多重惊喜等着
你。当天订车客户可在爱心墙上留下
最美的合影，购车即可参与抽奖，更有
机会将笔记本电脑以及千元油卡免费
带回家，这对于一直关注荣威的年轻消
费者们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良机，还在等
什么呢，一起来杭州禾润过一个浓情蜜
意的周末吧。活动当天，杭州禾润荣威

还将推出特别优惠，优惠如下：
1、荣威550导航版14.98万元，现

金直降3万元，现仅售11.98万元，首付
2.4万元起，2年零利率。

2、荣 威 350 新 春 版 最 高 直 降
2.2万元，首付1.4万元起，2年零利率。

3、荣 威 W5 新 春 版 最 高 直 降
2.5万元，首付3.8万元起，3年低利率。

以上荣威车型，除了车价上现金直

降，额外还赠送3年6次常规保养以及
最高可获千元油卡，更多优惠到店揭
晓。

另外，关注车贷的消费者可关注可
选择新生贷超速分期办理，只需一张居
住证，无房也能先有车，请致电详询。

想要更多豪礼来店即可获得，无须
你比价，即可轻易得到抄底价。

本周末，杭州禾润荣威为情侣献上一场专属优惠

全新路虎发现神行品鉴会
邀你参加

为了能在冬天汽车性能得到良好的使用，
很多车主在换季伊始就开始了各项保养工作，
但是要知道并不是所有保养方法都是正确的，
下边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保养方面两大误区并
提醒车友们保养时容易忽略的两个方面。希望
大家以后能尽量避免。

一、冬季汽车保养常识之速战速决突发状况

1.下过雪之后，车身上会像路面一样落很
多积雪，如果不及时清理，会严重影响到行车安
全，所以在下雪前先将不用的废弃报纸放在风
挡玻璃外，再用胶带加以固定，这样就不会因次
日早晨风挡玻璃结霜结冰而苦恼了。

2.冬季车门钥匙孔很容易因进水或沾水而
结冰，所以要经常擦拭钥匙孔，同时可以在钥匙
孔注入一点润滑油，车门四周的水也要记得擦
拭干净，否则第二天打不开车门就麻烦了。

二、冬季汽车保养常识之防患于未然

1.初冬打蜡是保养车漆的最佳时间，因为
入冬后洗车的次数会明显减少，车身打蜡后不
容易沾水，所以结冰的可能性就降低了。

2.必须更换成冬季机油，否则会引起发动
机故障。

3.防冻液的用量要合适，且使用两年以上
的和使用一年以上的混合型防冻液都必须更
换，防冻液最好不要混用。

4.检查制动液是否够用，品质是否变差，必
要时应及时更换和添加。

冬季汽车保养易忽略的两方面

■用车养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