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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回信息

888

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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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自2021年3月19日起，
召回2020年10月25日至2020年12月13日期
间生产的部分V90车型866辆，G10车型711
辆，共计1577辆。

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由于供应商制动
硬管双通零件质量波动，部分零件尺寸可能超
差，存在制动液渗漏的风险，极端情况下会引起
制动效率衰减、制动距离变长，存在安全隐患。

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将为召回范围内的
车辆免费更换制动硬管双通零件，以消除安全
隐患。

3月11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以
下简称“中汽协”）发布了2月汽车产销
数据。其中，乘用车销量环比下降，同
比却呈迅猛增长，但值得注意的是，这
样的同比数据表现主要原因是与去年
同期相比，汽车销量受到疫情影响基数
偏低造成的。

2月汽车销量稳中向好

乘用车方面，2月产销分别完成116.2
万辆和115.6万辆，环比分别下降39.1%和
43.5%，同比分别增长4.8倍和4.1倍。

中汽协指出，2月汽车产销同比呈

现大幅增长，一方面是去年2月受疫情
影响导致产销基数水平较低；另一方面
是当前市场需求仍在恢复。从需求指
标看，今年春节期间零售餐饮消费比
2019年春节增长了4.9%，说明消费需
求稳步恢复，消费市场总体活跃。

春节过后，投资项目开复工率、施
工企业开工率均高于往年，表明经济保
持扩张态势。在这样的背景下，汽车产
业延续了较好的发展态势。

新能源汽车连续8个月增长

中汽协表示，本月新能源汽车已连

续8个月刷新当月产销历史记录。其
中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0.7万辆
和9.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7.2倍和5.8
倍；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6万辆和1.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7.4
倍和5.9倍；燃料电池汽车产销分别完
成25辆和28辆。

值得一提的是，2月电动车高低两端
车型销量强势增长，其中微型纯电汽车
销量3.2万辆，份额达到纯电动的39%；
中级电动车达2.9万辆，环比1月下降
13%，占纯电动份额34%，表现很强。

2月新能源乘用车市场多元化发

力，销量突破万辆销量的企业有上汽通
用五菱 20819 辆、特斯拉中国 18318
辆，比亚迪10245辆。

可以看到，整体乘用车的销量水平
已经接近2019年疫情前的水平，而新能
源的表现已经远超2019年的水平，因此
新能源仍然是未来的主力增长点。

“展望未来，汽车产业仍会保持稳
中向好的发展态势。”中汽协表示，今
年2月出台的《商务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商务领域促进汽车消费工作指引和部
分地方经验做法的通知》对汽车消费
也将带来利好作用。

全新家族式外观极具辨识度

上汽大众为ID家族设计的主视觉
形象是与两侧头灯连接的中央灯带和
可以点亮的LOGO，很好地衔接了传统
燃油车和电动车之间的空隙，可以说是
老少皆宜、男女通吃的风格。下方纺锤
形造型是气流扩散区，两端具备真实的
通风效果。最底部格栅采用大尺寸菱
形网格，起到进风和冷却效果。

两侧IQ.Light矩阵式大灯由11颗
LED光源组成，能够根据车速来改变大
灯的照射范围。一体式的近远光灯细
节装饰得很漂亮，整个头灯还加入了上
下的环绕式LED日行灯带，将横置的
前灯带衔入其中，很有设计感。

侧面来看，ID.4X采用了较为短促
的前后悬和比较长的轴距，尤其前悬很

短，再加上A柱前移，使得车厢部分的
比例也格外长。车身尺寸长宽高分别为
4612/1852/1640mm，轴距为2765mm，
从数据能够看出，按照大众传统的车型
级别划分，是可以归为中型SUV的。

特别的是，门把手采用了半封闭式，
既保证了车身的整洁度，也在一定程度
上降低了风阻，开启按键布置在把手内
部，全系标配前排无钥匙进入功能。

尾部看来，很像一台两厢轿车，跨
界的味道很足。贯穿式的尾灯和中间
可点亮的LOGO与车头呼应，内部灯
带也与车头的风格一致，底部采用外凸
的黑色包围辅以银色条搭配，造型飘逸
有动感。

细节方面，车身标识设计也颇具新
意，尾部的左、中、右分别设有上汽大
众、ID.4和X标识，车型版本标注在侧
翼子板处，这台2021款极智长续航版
标注有“PRO”字样。

简洁明了的内饰，配置丰富

车厢采用了极简风格的内饰，中控
台基本取消了实体按键，以5.3英寸液晶
仪表盘+12英寸中控屏组成的悬浮双屏
成为人机交互的主要媒介，将可操控部
件全部上移，换挡杆移到仪表盘附近（在
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整体式拨杆挡杆位
与仪表盘集成化布局，用起来也比较顺

手，这是个突破式的创新）。中控下方成
了专门的储物空间。采用了年轻人较为
喜爱的双色拼接装饰，实拍车型为灰
色+红色撞色风格，运动感十足。

标配12英寸悬浮式中控屏，搭载
了大众最新的车联系统，可实现触屏控
制、手势触控、语音控制等多种交互操
作，通过中控屏可以控制包括灯光、空
调、车窗、天窗等诸多硬件。屏幕下方
设置有包含多媒体、空调、驾驶辅助影
像、驾驶辅助、驾驶模式在内的触控式
快捷键，便于直接进入菜单。

动力方面，ID.4X后驱版均搭载一
台后置永磁同步单电机，分为低/高功
率版本，四驱版搭载前交流异步、后永
磁同步双电机，电机总功率为230kW
（313Ps），总扭矩为460Nm。全系均匹
配电动车单速变速器。

续航方面，实拍车型采用能量为
83.3kWh的三元锂电池，综合续航里程
为555km，充电时间上，慢充为12.5小
时，快充为0.67小时。快慢充电口均位
于车身右后侧，用起来比较方便。

萧山本地经销商实时报价、主流

车型优惠早知道。

2021款凯酷全系
指导价 16.18 万元起，送购置税，再送
5000元保险
（数据来源：杭州德龙起亚4S店）

传祺GS4 270T 自动智联科技版
指导价13.18万元，可享零首付金融，置换
更享高额补贴
（数据来源：广汽传祺杭州孚源店）

缤智2020款1.5L先锋版
指导价13.88万元，直降1.8万元
（数据来源：广汽本田杭州广和店）

2020款马自达次世代昂克赛拉质雅版
指导价14.29万元，直降1.2万元
（数据来源：长安马自达浙江裕菲4S店）

创新纯电动BMW iX3 领先型
指导价 39.99万元，优惠：享受补贴，金融
贷款方案 ：“日付”66元起
（数据来源：萧山骏宝行宝马4S店）

2021款长安欧尚X7 1.5T 自动尊享型
指导价10.99万元，优惠2万元，更赠送5
年白金会员权益
(数据来源：萧山长安宏通汽车4S店)

22020款领克05 2.0T 耀HALO
指导价19.98万元，优惠1.8万元
（数据来源：杭州骏迈领克中心）

捷达VS7 1.4T自动荣耀蓝色
指导价13.68万元，直降1.5万元。
（数据来源：杭州百腾新业捷达体验店）

威兰达2.0两驱豪华版
指导价19.78万元 ，直降3000元，至高享
2年零息贷
（数据来源：广汽丰田萧山千骅4S店)

观望买车再等等？
买车这事真不能等

“别人告诉我，下半年买车划算，所
以我打算现阶段先了解车型和价格，买
车等下半年再说。”“小客车指标9月份
才到期，到时候再打算买车咯。”在对报
名车友回访的过程中，小编发现，观望
买车的有不少。

事实上，3月对于经销商来说，是
第一季度的结束，经销商消化库存的任
务量也会随之增加，按照经销商的说
法，车价会随着车辆的库存量出现“一
周一价”甚至“一天一价”的情况，因此，
踩着季度的“节点”来买车，性价比会大
大增加。

多位参展商表示，通过车展，经销
商一是希望直接促成销售，二是能够宣
传品牌和车型，吸引客户到场。不出意
外，车展也给众多消费者抄底买车的机
会。“算细账，车展价格的确很优惠！”在
车展现场，很多品牌优惠都在万元以
上，各大品牌还推出购车送大礼、限量
特价车、购车零首付等优惠活动，让前
来购车的市民都享受到比平时更大的
优惠力度。

萧山特惠购车团持续报名中

作为专为本地市民打造的“萧山特

惠购车团”，再加上官方媒体助力，报名
的人数不断增加。另一方面，2021年
线下汽车巡展2月底在靖江拉开大幕
后，陆陆续续将去往各大镇街。本次义
桥特惠车展将汇集本地主流汽车品牌
与车型，车展现场将有20余个汽车品
牌近百款车型确定参展。

“我想买一款20万元左右的家用
轿车，现对凯美瑞和雅阁比较感兴趣，
想通过报名帮忙砍价，去店里或者现场
购车的时候能再优惠点。”前段时间，小
编接到了诸如此类的咨询电话。

据了解，类似这样的消费者还有很
多，有一两款心仪的车型选择后，大多
数消费者主要对价格很关注。汽车巡
展一直以来都为前来购车的市民提供
优惠与便利，尤其以购车实惠为宗旨。

再加上，还有萧山特惠购车团“为

你撑腰”，无论是砍价、询价还是咨询二
手车，你有任何汽车方面的“盲区”“难
点”，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购车先报名，凭订单享抽奖

值得一提的是，主办方还为订车的
消费者准备了丰富的礼品，只要在车展
现场成功购车的消费者都可凭订单到
主办方处参与抽奖，奖品有500元现金
红包、微波炉、健康枕、拉杆箱、多功能
电热锅、无线音箱、充电宝等，百分之百
中奖。

另外，在车展现场的你，如对所购
车型价格不了解，可找现场工作人员帮
你一对一砍价，帮你买到性价比高，最
合适的汽车。因为价格而观望买车，不
如来现场见真晓。

义桥特惠车展本周末来袭
时间：3月20日—21日（15:00—20:00）地点：义桥星天地

1.拨打热线：82335952；

2. 扫一扫右侧二维码，进入报名通

道，填写完相应信息后，点击“提交”即可。

参与方式：由本报和萧山车网推出的

萧山特惠购车团上线后，后台

报名十分火爆，其中不乏处在

选车阶段的车友，想让小编帮

忙推荐和询价。

除了提供线上服务，特惠

购车团还会举行多场线下活

动，比如本周末（3月20日—21

日,＜15:00—20:00＞），广汽

丰田千骅杯义桥特惠车展将在

义桥星天地拉开帷幕。

活动期间，20余个参展品

牌将释放开春更给力购车优惠

政策，但凡提前报名并在车展

购车的小伙伴都可以享受抽奖

活动，绝不让你空手而归。

上汽大众ID.4X综合续航里程555公里
新能源汽车方兴未艾新能源汽车方兴未艾新能源汽车方兴未艾，，，上汽上汽上汽

大众大众大众 ID.ID.ID.444XXX 应运而生应运而生应运而生。。。上周上周上周，，，编编编

辑从上汽大众浙江中汽店拍得实辑从上汽大众浙江中汽店拍得实辑从上汽大众浙江中汽店拍得实

车车车，，，新车配置为极智长续航版新车配置为极智长续航版新车配置为极智长续航版

（（（PROPROPRO），），），预售价预售价预售价232323...888888888万元万元万元。。。

日前，上汽大众全新纯电

ID.4 X 正式开卖，消费者可以正

式签署上汽大众 ID.4 X 购车合

同，离交付更近一步。

新能源汽车销量8个月连续增长

上汽大通召回部分V90、G10汽车

日前，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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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自2021年6月30
日起，召回2006年8月29日至2013年11月21
日期间生产的进口2007—2014年款凯迪拉克
凯雷德汽车，共计2980辆。

本次召回范围内车辆的副驾驶安全气囊，
装配了高田公司生产的未带干燥剂的硝酸铵气
体发生器。在安全气囊展开时，气体发生器可
能发生异常破损，导致碎片飞出，伤及车内人
员，存在安全隐患。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将为召回范围内的
车辆免费更换副驾驶安全气囊的气体发生器，
以消除安全隐患。

上汽通用召回进口凯雷德汽车

■记者施雅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