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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推进环保工作袁 湖北公安交管部门
着力为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尧使用创造便利条件遥
记者从湖北省公安交管局获悉袁 湖北近日首发
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遥

湖北第一块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车牌号码
为野鄂 粤阅员圆圆圆圆冶遥与普通小客车蓝底牌照不同袁
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为绿底黑字袁寓意电动尧新
能源遥 号牌号码袁由 缘位增加到 远位遥 地区代码
和号牌号码之间的分隔袁 由传统的圆点改为一
个电插头图案遥电插头左侧的彩色部分袁是英文
单词野耘造藻糟贼则蚤糟冶的缩写野耘冶遥

记者了解到袁 湖北发放的新能源汽车专用

号牌的外廓尺寸为长 源愿厘米尧 宽 员源厘米遥 其
中袁小型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为渐变绿色袁大型
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为黄绿双拼色遥 小型新能
源汽车专用号牌的第一位字母尧 大型新能源汽
车专用号牌的第六位袁均先行启用字母 阅尧云遥其
中袁阅代表纯电动新能源汽车袁云代表非纯电动
新能源汽车遥

湖北省公安交管局相关负责人透露袁 根据
相关规定袁 悬挂新能源汽车号牌的车辆将在通
行尧停泊等方面享受优惠待遇曰纯电动汽车不需
要进行尾气排放检测遥

梁建强

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官方微博
消息袁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日前在湖北
武汉召开会议袁部署自 2017年 11月
20日起袁 在全国分三批推广新能源
汽车专用号牌遥 业界人士认为袁随着
一系列新能源汽车政策的出台袁新能
源汽车市场将持续保持增长袁导致一
些城市出现新能源车牌 野一牌难求冶
的情况遥 渊11月 30日叶经济参考报曳冤

现实可谓喜中有忧遥 数据显示袁
10月份袁 新能源汽车产销均超过 9
万辆袁同比增长 86%和 106.7%遥 今年
前 10个月袁 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为
51.7万辆和 49万辆袁 同比增长也都
超过了 45%遥一些城市出现新能源车
牌野一牌难求冶的情况袁说明随着政策
的推动袁以及市场的不断拓展袁消费
者对新能源汽车已经越来越接受遥根
据相关规定袁悬挂新能源汽车号牌的
车辆将不受限行规定的限制袁且在大
量停车场享受前两个小时停车免费

的政策遥 此外袁纯电动汽车不检测尾
气排放袁燃料电池汽车尧插电式混合
动力渊含增程式冤汽车也暂不列入尾
气排放检测范围遥这些野实惠冶对工作
生活在机动车行驶管理严格尧停车成
本高昂的北京尧上海尧广州等城市的
消费者来说袁 无疑具有强大的吸引
力袁这些都是可喜的地方遥

另一方面袁 以北京市为例袁从
2016年开始北京新能源小客车指标
采用直接分配制袁 而今年新能源车
指标早已用完袁 超过八万人在排队
等候明年指标遥 按照原先制定的规
划袁可以说袁2018年北京的新能源小
客车指标也已被提前野预订冶完遥 如
果现在申请袁 只能等到 2019年才能
拿到新能源汽车指标遥 愿景受限于
野规划冶的情况不免令人纠结袁事实
上袁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阻
碍了新能源车的发展袁 是值得忧虑
的地方遥

笔者以为袁新能源车符合时代潮
流袁是未来发展方向袁应当采取有效措
施优先发展袁 不能也不应让小小一块
车牌成为其中的制约因素袁 进而阻碍
新能源车发展遥这要求袁但凡出现新能
源车牌野一牌难求冶的地方袁有关部门
应审时度势袁特事特办袁调整规划袁尽
可能满足消费需求袁 助推新能源车发
展袁而不能让人老是野等冶下去遥 毕竟袁
车牌事小袁发展新能源车事大遥

当然袁大力发展新能源车袁远不只
是解决野一牌难求冶的事情遥 针对具体
问题袁提升相关技术和整体服务水平袁
应成为新能源汽车巩固和发展市场的
关键遥 同时袁 随着中国市场的迅速发
展袁中国企业也要
积极走出去袁在新
能源汽车领域与
国际高端技术展
开合作袁不断创造
更多价值遥 张国栋

相信大多数车友都希望买
车以后的日常费用少一些袁如
果想省油该怎么办呢钥

当然袁 首先是你得买一款
省油的车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曰
此外袁 你还可以通过培养好的
开车习惯和控制车速来控制油
耗遥 比如袁 经常轰大油门急刹
车尧 后备箱放一些死沉死沉的
东西袁 这些不好的开车习惯肯
定会对汽车油耗产生影响遥 那
么袁 车速控制到多少才比较省
油钥 接下来我们就具体说说遥
大部分的家用车经济时速在
60km/h-90km/h之间遥

最直观的获取方式是开车
时观察车辆的瞬时油耗数据袁
不过这个也有一定难度袁 除非
是车辆一直在加油行驶袁 否则
当你脚底下收油门时袁 瞬时油
耗也会跟着大幅变动遥 可能有
人要问了袁 为什么车辆的经济
油耗在 60km/h-90km/h之间钥
不是高速上最省油吗钥那就应该是车子开的越
快越省油呀钥

实际上真不是这么一回事遥 据调查袁如果
一辆轿车的经济油耗时速为 80km/h袁 当速度
增加到 105km/h 时 袁 油耗就会增加 15% 袁
120km/h时则会增加 25%遥

首先袁为什么低速时车辆会费油钥
车辆低速行驶时袁发动机活塞的运动速度

低袁会导致燃油燃烧不充分曰更重要的是车速
低时袁变速箱的挡位一般比较低袁发动机传输
出来的扭矩袁并不能被有效的转化为功率和车
速袁而是被耗费在了低挡位的机械损失上遥

这就是为什么城市堵车时袁车辆非常费油
的主要原因遥如果把低速行驶车辆的燃油利用
率画一个曲线袁那它会随着车速的上升袁也呈
现出上升的趋势遥

其次袁为什么车速高也费油呢钥
汽车在开动时的阻力由三部分组成袁分别

是地面摩擦力尧空气阻力和加速阻力袁理论上袁
如果没有风阻袁汽车是越快越省油袁可现实生
活中这是不可能的遥 当汽车车速较低时袁汽车
的风阻会小很多袁甚至可以忽略不计遥

随着车速的上升袁汽车风阻会以几何倍的
速度增加遥 举个例子袁 当车速为 2km/h时袁风
阻为 4N袁而当车速增加到 4km/h 时袁风阻此
时就达到了 16N遥 当然袁这只是举了一个简单
的例子袁真实的汽车风阻计算公式相当复杂遥

实际上袁汽车的燃油经济性随着车速的增
加袁可以看做是一个开口向下的抛物线遥 当车
辆刚开始起步时袁汽油主要克服的是燃油不充
分和机械阻力袁随着速度的上升袁这部分阻力
会下降袁但汽车风阻会逐渐增加袁到达一个平
衡点也就是经济油耗车速后袁 继续提升车速袁
燃油的消耗将会主要克服风的阻力袁并且这个
阻力是呈几何倍增长的遥这样看来坊间流传的
野布加迪跑车不是在加油袁 就是在加油去的路
上冶也是有道理的遥

因此说袁汽车并不是上高速袁速度越快越
省油袁而是根据排量车型不同而各异遥 通常情
况下袁 排量不超过 1.6L的汽车袁 经济时速在
60km/h-70km/h之间曰 排量 1.6-2.0L的大约
在 70km/h-80km/h之间曰 排量 2.0L以上的袁
大约在 80km/h-90km/h左右遥排量越大尧重心
越低袁经济时速会越高遥 强子

北京现代新一代 ix35
售价 11.99-16.19万

新一代 ix35在造型和性能上更强调硬派形象袁
传递出挑战尧超越的勇气和力量遥 它不同于常见的
流线造型袁 回归了更具锋芒的 Cliff式硬派设计风
格遥 硬朗的前脸袁极具侵略性的冰瀑式设计风格进
气格栅配合充满张力的车身轮廓袁凶悍有力的狂野
之情呼之欲出遥 2.0L发动机匹配 6速手动/第二代 6
速手自一体变速器组成的黄金动力组合袁则让驾驶
激情得到尽情释放遥不仅如此袁高性能 4WD系统配
合扎实的底盘调校和 28.2毅的同级最优离去角袁带来
以优异的操控质感和通过性袁 让用户尽享越野乐
趣遥

新一代 ix35搭载集成六大 ADAS智能驾驶技
术的野智心合一冶系统院 FCA前碰撞预警制动系统袁
LDWS车道偏离警示尧DAW驾驶员疲劳提醒尧BVM
盲区显示系统尧前后驻车雷达尧倒车影像等行业领
先的智能安全配置一应俱全遥

别让“一牌难求”
阻碍新能源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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