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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2018 年 12 月国内狭义乘
用车零售 221.7 万辆袁环比 11 月
增 长 9.8% 袁 同 比 去 年 下 降
19.2%袁 延续了 2018下半年整体
下行的市场形势遥 冶日前袁全国乘
用车联合会正式公布了 2018 年
12月以及全年的车市销量情况遥
2018年袁我国全年狭义乘用车累
计销量为 2235 万辆袁 同比去年
下降 5.8%遥全国乘用车联合会秘
书长崔东树说袁销量较大幅度下
降袁令野寒冬冶成为 2018 年车市
的关键词遥

在崔东树看来袁 去年年末车
市未能回暖的关键原因袁 在于市
场中缺乏增长的核心动力点遥 以
2018年 12月的市场销量为例袁轿
车零售同比下降 16.9%袁MPV 同
比下降 33.5%袁SUV 零售同比下
降 18.9%遥 他说院野无论是轿车尧
SUV还是 MPV袁表现都不尽如人
意袁 也让很多车企不知道应当在
哪个领域发力袁 最终导致全线下
跌遥 冶

崔东树分析指出袁 汽车企业
和消费者都还处于观望保守的心
理状态袁 这也造成了市场销量的
低迷遥 一方面袁 汽车企业为保证
2019年销量稳定袁刻意控制 2018
年的基数袁部分地区经销商在野国

六冶 排放标准实施前主动去库存
实现库存切换袁抑制进销节奏曰另
一方面袁 消费者对走势一直下降
的车市持观望态度袁以期迎来野官
降潮冶遥

对于 2019年车市的情况袁崔
东树预测发展的关键词将是 野新
能源冶和野优胜劣汰冶遥 野新能源是
当下低迷市场环境中唯一向上的
驱动力袁而耶寒冬爷之下袁必然会有
部分车企走向衰落遥 冶

2018年袁 中国新能源乘用车
产销均突破百万台大关遥 在崔东
树看来袁2018 年新能源车发展良
好袁 主要是政策务实和企业努力
共同作用的结果遥

崔东树指出袁去年中国新能
源乘用车的自主品牌车企与新
势力车企均表现优秀遥 尤其是以
北汽新能源尧比亚迪为代表的企
业袁将非限购城市开拓为重点市
场袁 找到了新的市场突破口袁为
新能源汽车的销售提供了新思
路遥

此外袁上汽乘用车尧江淮汽
车尧奇瑞汽车尧长安汽车尧广汽新
能源等企业在新能源汽车市场
的表现也有很大的提升遥因此崔
东树预测袁在燃油车各领域受挫
的各大车企袁 将在 2019 年继续

发力新能源汽车市场袁并以此为
驱动器袁带动企业整体的进步和
发展遥

在汽车产业逐步转型和升级
的同时袁 一场淘汰赛也在悄无声
息地进行着遥 过去几年袁MPV 热
潮尧SUV热潮等产品窗口持续出
现袁 抓住了机会的企业一度成为
市场明星遥 但正如野股神冶巴菲特
所说袁野退潮后才会发现谁在裸
泳冶遥 随着市场遇冷袁消费完野产品
窗口期红利冶 的车企即将进入惨
烈的淘汰赛遥

野随着轿车尧MPV尧SUV 的增
长轮动基本完成袁 主力车企的优
势地位进一步巩固袁 尤其是轿车
领军企业的优势逐步拓展到 SUV
领域袁 市场的格局已经变得清晰
起来遥 冶他向记者直言袁目前新能
源汽车在产品和技术领域的发展
仍处于多线并进的状态袁 快速发
展期的车企竞争优势也尚未充分
体现袁 市场还是存在巨大的变化
机会遥

野未来几年的车市变化主要
看新能源领域的发展和突破进
度袁 汽车市场或将因逆周期调节
形成较好的发展态势遥 冶据崔东树
预计袁2019 年乘用车市场销量增
长应在 1%左右遥 张真齐

全新 UX
近日袁 雷克萨斯家族最年轻的

SUV车型全新 UX 于杭州上市袁共
推出 6款车型袁零售价 26.8万~37.1
万元遥

据悉袁全新 UX的车身尺寸为院
长 4495mm尧 宽 1840mm尧 高
1520mm遥 外观设计上袁全新 UX的
纺锤形格栅由多个立体块状结构组
成袁 与雷克萨斯首次采用的贯穿式
尾灯遥相呼应遥 内饰方面袁全新 UX
将源自传统东方建筑的 野缘侧渊En鄄
gawa冤冶理念融入汽车内室袁并通过
纸纹理饰面袁 力图营造温馨而清爽
的感官体验遥
动力系统方面袁UX是雷克萨斯

基于丰田全新 TNGA 架构下的
GA-C 前驱平台打造的首款车型遥
它搭载 2.0L 自然吸气发动机渊UX
200冤和 2.0L发动机+电动机组成的
混合动力渊UX 260h冤两种动力系统遥

其中袁全新 UX 260h搭载的智窑
混动系统袁 通过全新开发的前轮驱
动桥袁全新布局的 PCU能量控制单
元袁 以及全新开发的高性能镍氢电
池组袁实现了低至 4.6升的百公里综
合油耗遥 小陆

新手开车最常见的 3大问题袁 没事
拿出来看一遍袁能让一生受益浴 在如今的
道路上袁不仅仅汽车变得是越来越多袁这
所谓驾驶汽车的司机也自然是越来越
多袁每当去驾校练车的时候袁也照样是能
够看到非常多的学车人员袁 在年纪这方
面有上到 60多岁的大妈袁也有 18左右的
学生袁这谁都知道袁凡是去驾校的袁那可
不是前去玩耍的袁目标都是一致的袁那就
是考驾照袁 因只有拿到驾照才能够驾驶
汽车上路袁然而在拿到驾照之后袁这些人
也就统统被称为是新手司机袁然而袁这些
司机没有足够的自然驾驶经验袁 不可避
免地会遇到问题遥 新手开车通常会犯什
么错误钥 道路上新手司机的三个主要误
解是只需一分钟就能看到袁 但是开车更
有帮助遥

首先第一个院不认路遥 就驾驶而言袁
最忌讳的事情是不要找路袁 即使有驾驶
导航袁这种情况也会经常发生袁所以很多
老司机在开车前会对导航有初步的了
解袁 看看路上是否有立交桥或复杂的十
字路口来防止这种情况袁 这样做也能有
效避免交通堵塞遥 然而袁新手司机通常不
会想到这一点遥 他们认为跟踪导航就足
够了遥

第二个院不敢开车遥 相信很多新手朋
友在拿到驾照以后袁 可能都会面临这样
的心理战袁不敢开车上路遥 虽然在驾校学
到的东西也不少袁但是没有勇气上路遥 但
是小编建议大家院再拿到驾照以后袁最好
能趁热打铁袁多练习驾驶技术袁熟练了袁
才会开车顺利遥 要知道就算考过了驾照袁
长时间不开车袁过上一两年袁上路可能会
更加困难袁付出的努力要比现在多得多遥

第三个院起步不放手刹遥 大家都知道
起步必须要放手刹袁 但谁敢拍着胸脯说
自己从来没有忘记过放手刹的?以现在车
的动力而言袁 如果不放手刹也是能起步
的袁但是这么跑一段路之后袁手刹基本就废了遥 建议院
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院开车前检查仪表盘遥因为只要手
刹拉起袁仪表盘上市一定会显示一个红色的野P冶的袁我
们只需要在开车前检查仪表盘上是否有警示灯亮起袁
就一定不会忘记放手刹啦遥 这个错误率在新手中概率
是相当的高遥

这三点是许多新手经常犯的三大错误遥 这些都是
日常驾驶中常见的问题袁纠正它们并不困难遥新手朋友

们大可不用着急袁在开车时放松精神袁专心驾驶袁
避免以上容易犯的错误袁相信用不了多久野新
手冶这个头衔就会被你亲手摘掉浴 胡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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