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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车速递

杭州领航二手车经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是萧山本土二手车经销公司，连续 9
年获得多项荣誉称号，2017年1月被评为“5A”
级诚信经营单位。

公司主营旧机动车销售、租赁、汽车事务
代理等业务，高价收购二手车，并有高级二手
车评估师免费评估。

咨询及免费评估热线：82870508

地址：杭州世纪二手车交易市场内

（建设四路2931号A02）

上牌时间：2017年9月

行驶里程：9187公里

车况：3.0T自动挡、电子手刹、胎压监

测、一体式中控、多功能方向盘、360°倒

车影像、全景天窗、智能行车电脑、全地形

四驱等齐全的配置。

二手车标价：65万元（消费者进店

购买此车，凭本报还可享受 8000 元优

惠，特价65.8万元）。

车型介绍：

九千多公里路虎揽胜星脉
售65万元

公司介绍：

雷凌是广汽丰田旗下紧凑级轿车，
目前在售车型包含汽油版和油电混动
版。近期，在2018广州车展现场，雷凌
插电混动版实车亮相引起不小关注。
新车针对外观细节进行调整，前脸采用
高亮黑装饰点缀，更为精致。动力方
面，这款车搭载1.8升发动机+永磁同步

电机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此外，新车
或将于今年年初上市。

雷 凌 插 电 混 动 车 型 前 脸 采 用
KEEN-LOOK家族设计语言，加入高
亮黑面板装饰，两侧头灯组辅以蓝色元
素点缀，十分精致。又下方“大嘴式”进
气格栅造型十分夸张，并嵌入圆形雾

灯，立体感较强。新车尾部中间配有银
色饰条，与两侧重新设计的尾灯相融
合，且内部采用LED光源。

内饰方面，新车整体延续现款车型
设计，在细节方面进行调整。最大的变
化在于配备了全新的电子挡杆，配合嵌
入式显示屏，科技感十足。此外，新车

还配有多功能方向盘等。
动力方面，雷凌插电混动版将搭载

由1.8L发动机+永磁同步电机和锂离子
电池组成的动力系统。据悉，纯电续航
路程为60公里上下，具体以官方公布数
据为准。传动系统方面，匹配E-CVT
变速箱。

不久前，上汽大众途昂2019款焕
新升级，新车在科技与内饰方面更具豪
华感，让驾乘者拥有更智能、高端的用
车体验，为生活带来更多“新驾值”。

数字化信息显示，开启领航视野

“驾值”提升最显而易见的便是科
技配置的焕新升级，其带来更智能、便
捷的用车体验。途昂2019款升级搭载
9.2英寸玻璃屏高清导航和多媒体交互
系统，营造出更直观、清晰的视觉感受，
先进的虚拟按键设计使得操控更简洁
高效，且科技感十足。

此外，途昂2019款搭载12.3英寸
全数字液晶仪表，车主可在经典、数字
和导航三种界面间切换，实时获取丰富
的车辆信息。以最常用的导航为例，将
仪表切换至导航界面，路线图便清晰地
显示在中央大屏上，高清领航视野一键
启动。

全新内饰设计，展现豪华品质

“开门即豪华”也是“驾值”提升的
重要一环。途昂2019款车内采用了大
面积的哑光镀铬装饰，搭配银河灰色蜡
木饰条，营造出更为精致、高档的乘坐
氛围。门内饰与真皮座椅采用菱形格

缝线造型，带来显而易见的档次感和细
腻触感，配合前排6向可调航空头枕，车
主可坐拥堪比头等舱的舒适乘坐体
验。值得一提的是，新车还升级配备了
10色柔光环境氛围灯，配合优质的丹麦
音响系统等配置，打造出别具一格的豪
华座舱氛围。

360°安全防护,轻松驾驶一路护航

作为上汽大众旗舰SUV，途昂2019
款致力于为车主带来大的“驾值”。新车
全系标配主动胎压监控装置，依靠放置
于轮胎内部的传感器可迅速确定故障轮
胎，并将信息传递给车主，有效提升行车
安全。360°鸟瞰式全景可视行车辅助
系统会通过围绕车身的4个190°超广
角高清摄像头随时捕捉车身周围的情
况，并提供11种视图，无畸变地显示在
中控屏上，帮助车主更好地了解周围的
情况。

此外，盲点监测系统、车道保持系
统、预碰撞安全保护系统、9个安全气囊
等装备相辅相成地给予车主360°的安
全防护，为行车安全保驾护航。

自2017年上市以来，途昂凭借过
硬的产品品质收获了众多消费者的青
睐，截至2018年11月底，累计销量已突
破15.2万辆，稳居大型SUV市场销量
冠军。焕新升级的途昂2019款市场竞
争力更加强大，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具

“驾值”的旗舰大型SUV用车体验。

2018年12月29日，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共发布3条
乘用车产品召回公告，公告显示大众、
Jeep和克莱斯勒3个品牌将共计召回
汽车359561辆。具体召回详情如下：

一、大众品牌：自2019年1月25日
起将召回以下车辆，共计357013辆。

1.大众汽车（中国）销售有限公司：
2016年8月18日至2018年6月7日期
间生产的部分进口2017—2018年款途
威系列汽车，共计10455辆。

2.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2016年
10月26日至2018年7月27日期间生
产的部分国产2016—2018年款途观L

汽车，共计303386辆。
3.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2015

年11月30日至2018年6月29日期间
生产的部分国产2015—2018年款迈腾
汽车，共计43172辆。

本次召回范围内部分车辆，水可能进
入天窗氛围灯模块并导致短路，增加起火
风险，存在安全隐患。大众汽车（中国）销
售有限公司、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和一
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将免费为召回范
围内的车辆在天窗氛围灯模块上安装带
有保险丝的适配器，以消除安全隐患。

二、克莱斯勒：涉及车辆共2548辆
1. 自 2018 年 12 月 29 日起，召回

2017年4月19日至2018年3月6日期
间生产的部分2017和 2018年款进口
大捷龙（Pacifica）汽车，共计742辆。

本次召回范围内部分车辆，驻车挡
手动释放装置的检修盖不用螺丝刀或其
他工具就能拔出，造成驻车挡手动释放
装置能够被接触到。如果驻车挡手动释
放装置不经意地被释放，可能导致车辆
意外移动，造成附近的人员受到伤害，并
可能导致车辆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发生
碰撞，存在安全隐患。克莱斯勒(中国)汽
车销售有限公司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
更换改进后的驻车档手动释放装置的检
修盖，以消除安全隐患。

2. 自 2018 年 12 月 29 日起，召回
2017年8月7日至2017年9月20日期
间生产的部分2017年款进口牧马人汽
车，共计1806辆。

本次召回范围内部分车辆，制动灯
开关的柱塞在供应商的生产过程中没
有达到技术规范，造成制动灯开关可能
发生故障。使得车辆在没有踩下制动
踏板的情况下可以移出驻车挡，并且/
或者后制动灯长亮，导致车辆可能在无
预警的情况下发生碰撞，存在安全隐
患。克莱斯勒(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合格
的制动灯开关，以消除安全隐患。

途昂2019款带来生活“新驾值”

集中召回汽车35.9万辆 涉及大众、克莱斯勒等品牌

插电混动销量增速远超纯电动

当前，节能减排是大势所趋，结合萧
山限行限牌的通行管理规定，不少市民把
新能源汽车锁定为第一购车选择。不过
与燃油车一样，消费者在购买新能源车时
也遇到了“买什么车”的选择难题。

有一类车综合了燃油车和电动车的各
自优点——燃油车的长续航和电动车的低
能耗、低成本，这便是插电式混动新能源车
型。在纯电动车和插电混动车型之间，由
于在使用便捷性上更有优势，插电式混动
车在家庭用车需求方面持续增长。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简称“中汽协”）
近日发布的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整体销量
数据显示，2018年前11个月，全国累计销
量逾100万辆，达到102.98万辆，同比增
长68%。这意味着，我国新能源汽车在前
11月的销量就已突破百万大关。而前11
个月，纯电动汽车销量完成79.09万辆，同
比增长55.66%；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销量
为23.86万辆，同比增长127.58%，插电式

混动车市场份额为24%。
再以比亚迪汽车为例，据官方数据显

示，2018年1—11月，比亚迪纯电动汽车
产量同比增长64.3%，达到61.2万辆，预计
全年将突破70万辆；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增长速度更快，同比增长 205.5%，达到
28.1万辆，全年有望突破33万辆。综合以
上数据来看，插电式混动车逐渐成为新能
源汽车销量的重要贡献者。

插电式混动车型颇受青睐

在萧山汽车流通市场上，新能源汽车
可谓风头正劲，其中插电式混动车称得上
是“销量担当”。一位新能源汽车综合超
市负责人表示，综合各个品牌来看，插电
式混动车占了2018全年销量的60%，本
地人更青睐于购买插电式混动车。

在2018萧山国际车展上购买了一辆
比亚迪插电混动车的陈女士告诉记者，考
虑买插电式混动车主要是出于它的便利
性，“首先是解决了上牌的问题，这是最直

观的购买原因。”
陈女士说，自己在城区上班，家住瓜

沥，买一辆直接上浙A牌照的新能源汽车
既能满足上下班通勤也没有限行压力。

“但考虑到目前纯电动汽车续航里程短、
充电不方便、电池衰减等问题，在用车的
便利性上会大打折扣。”而插电混动车型
很好地解决了传统燃油车到电动车的过
渡问题——因为具备两套动力系统，对电
池的依赖度较低，日常使用起来跟燃油车
并无太大区别。对比下来，陈女士在车展
现场很快预订了一辆插电混动车型。

本地经销商：保持补贴和上牌政策
暂时不变

年关将近，买车的人也多了起来。上
周，记者在走访市场时发现，不少主流插电
式混动车型已经卖到脱销，以致提车周期
变长。“像荣威ei6和RX5插电式混动车型
现车极少，有些配置的车型已经卖断货。”

杭州禾润荣威4S店一位销售顾问表示，受
政策刺激，近几日进店询问和购买插电式
混动车的市民增多，有不少都是直接要现
车，都想赶在春节前买车，以防政策有变。

从走访来看，瞄准购买新能源汽车的
车主最关心的莫过于插电混动汽车还能
不能继续上浙A绿牌和享受补贴？记者
就此咨询了本地多家4S店负责人，他们均
表示目前插电混动车仍可以上绿牌且享
受补贴，目前没有收到厂家或者相关单位
关于取消插电混动车补贴的通知，所以插
电式混动车目前依然属于新能源汽车。

杭州禾润汽车4S店总经理胡晓林给

出的答案是，当前补贴上牌均正常，还未
接到厂家通知。杭州卓御比亚迪旗舰店
总经理徐武斌称，不但销售和补贴一切正
常，而且2019年1月的补贴与2018年保
持一致。“这样一来，消费者担心新的一年
新能源车补会退坡的事情，在目前来看，
暂时得到缓解。”

徐武斌还表示，2019年的补贴到底会
递减多少目前仍是未知数，厂家考虑到1
月是购车高峰，为回馈消费者，因此延长
了政策的红利期。“不过补贴政策只延长
到1月底为止，但之后的补贴具体怎么算
需等厂家的通知。”

插电式混动车型划入燃油车，车牌和补贴没有了？

本地经销商：对市民影响不大 补贴和上牌均正常

上周，网友“会飞的鱼”在钱塘汽车会微信后台咨询：不久前在4S店看中一辆荣威RX5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到底要
不要买？与这位网友有同样烦恼的不止一个。引起广大车友疑虑和担心的原因是，2018年12月1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

《汽车产业投资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其中《规定》明确指出，普通混合动力及插电混合动力汽车划分到燃油车
投资项目中，燃料电池汽车和纯电动汽车（含增程式电动汽车）划分至纯电动汽车投资项目中，该《规定》自2019年1月
10日起施行。

消息一出，不仅网友炸开了锅，也引起了朋友圈诸多汽车业人士的大讨论，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到底还算不算新能
源？现在买车还有能上牌和有补贴吗？这是否意味着插电混动汽车将在不久的将来不再享受新能源车的优惠政策？

■记者施雅敏

日前，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车
辆购置税法》(以下简称《车辆购置税法》)，自
2019年7月1日起施行。《车辆购置税法》规
定，车辆购置税的税率为百分之十，五种车辆
免征车辆购置税。

免征车辆购置税的车辆如下：(一)依照法
律规定应当予以免税的外国驻华使馆、领事
馆和国际组织驻华机构及其有关人员自用的
车辆；(二)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
察部队列入装备订货计划的车辆；(三)悬挂应
急救援专用号牌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车
辆；(四)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
辆；(五)城市公交企业购置的公共汽电车辆。

据人民网

雷凌插电混动车或将于年初上市

车辆购置税法公布：税率为10%
5种车辆免征购置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