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12月20日 星期四 责编 刘婷婷 美编 阎嗣昱

汽车综合AⅠ·22

网上办理需实名注册

对于那些习惯性违章和
经常跑网约车的车主，往年可
能并不用太担心违章扣分多
的问题。虽然在一个积分周
期内一旦达到12分将会扣留
驾驶证，并且面临重新学习考
试的风险，但由于同一辆车可
以是不同的人开，所以多拿几
本驾照分摊着扣，即便是违章
超过了12分，只要驾照足够
多也还是能解决的。

不过，广大司机朋友需要
注意的是，从今年3月1日起，
为了杜绝“借驾照扣分”情况，
打击买分卖分行为，进一步规
范交通违法行为处理工作，车
主在网上或者手机端的便民
渠道自助处理违法时，必须实
名绑定对应车辆，否则你可能
将会面临无法办理的情况。

记者在手机APP上注意

到，目前均需要通过扫码或者
短信验证的方式，备案本人或
非本人机动车辆。其中今年
同往年最大的不同就是增加
了面签绑定。在3月1日规定
实施前，处理车辆的计分电子
眼违章，还可以在服务点或者
交管大厅违法处罚自助机等
便民渠道办理。3月1日以后
还想使用便民渠道处理违章，
则需要在交警大队窗口面签
绑定成功后才能处理。

车主处理违章有啥影响？

对那些正常驾驶扣分在
12分以内的车主而言，影响并
不大。影响最大的是靠着买
卖闲置驾驶证分数，高价代办
扣分违章的“黄牛”。由于分
数的限制，买卖驾驶证分数的
难度和成本都在不断增加，这
也就意味着驾驶员违法的成

本增大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
于保障行车安全。据一名之
前从事交通违章处理代办的

“黄牛”透露，原先可能一百块
钱就能买一分的情况现在可
能要花两百甚至更高的价格
才能办。

此外，记者还注意到，每
个人实名注册绑定的车辆也
有限制。每人单次绑定的非
本人机动车不能超过3辆，累
计不能超过5辆；就是同一机
动车最多也只能被3个用户
同时绑定。这样一来，驾驶员
的绑定数量就有了严格的限
制，因此“多拿驾照好扣分”的
办法在今年就不好使了。

面签绑定需要啥？
怎么办？

很多车主关心的面签如
何办？会不会很麻烦？记者
进行了一番了解。

面签办理的渠道主要有
两种：一种是在交警队等公安
交管业务窗口直接办理，另一
种是通过下载“交管12123”
APP在手机端办理。面签需
要准备的材料主要根据为是
否绑定本人车辆区分：如果是
绑定本人车辆，需要车主本人
身份证和机动车驾驶证原件；
绑定非本人车辆则需要车辆
所有人的身份证以及行车证
原件。

12月16日，郑州新成
集团携手合众新能源引进
哪吒品牌并投入巨资兴建
的全国首家标杆店——郑
州和志诚体验中心正式开
业。

当天发布的哪吒N01，
其领先同级的轻松驾控、舒
适安全空间、年轻时尚颜
值，智能科技体验为用户带
来了“好开、好乘、好看、好
玩”的用车感受，以极具竞
争力的价格带来极致越级
品质，堪称同级市场中的

“高品价比之王”。
哪吒N01拥有国际领

先的HEPT的电控系统，包
含VMS整车管理系统和
BMS电池管理系统。在这
样的整合运算下哪吒N01
的能量回收系统效率高达
20%，50公里的加速小于
4.9 秒。也使得哪吒NO1
具有 380 公里的超长续
航。并且哪吒N01具有快
充模式，在快充模式可以实
现 30 分 钟 将 电 量 充 至
80%。

年底清违章 多拿驾照扣分不好使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耿子腾

转眼2018年就剩下一周多了，临近年底不少车主都纷纷查询自己爱车一年来
的累计违章，抓紧时间赶在2019年前处理完毕。一方面是因为车辆要清理掉所有
违章处罚才能年检，另一方面是要赶在新的驾照计分周期开始前分担些违章扣分。
不过，对于那些扣分较多还打算“多拿驾照好扣分”的车主，今年可能会遇到麻烦。

据乘联会发布的数据显
示，今年前11月，北汽新能源
累计销量128368辆，同比增
幅高达53%，以累计销量超第
二名54%的佳绩，再次蝉联国
内纯电动汽车市场的销量冠
军。

在中原市场，北汽新能源
的销量亦是一路高歌猛进，无
论是 EX360、EC 系列还是
EU5等车型，都受到了热捧。

在 2018 河南畅销车风云榜
中，北汽新能源旗下的EU5更
获得畅销纯电动车奖项。

北汽新能源业绩的持续
走高，得益于主销车型的出色
竞争力。作为北汽新能源首
款人工智能纯电动轿车，EU5
用“真正可以帮到你”的智能
车机系统，以及流畅平稳的超
长续航里程，为用户带来便捷
的绿色智慧出行体验的同时，

其强大的市场潜力正随着产
能的提升在稳步释放。

而“国民车”EC系列凭借
着领先同级的质量优势，自
2017年3月至今，一直都是纯
电动汽车市场的销量冠军。
其全新升级车型——EC3，凭
借3项质感升级、4项性能升
级和5项体验升级，正在收获
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认可。新
时代国民纯电动 SUV——
EX360，更是凭借实在的续
航、硬朗的外形、丰富的配置、
实惠的价格等优势，成为A0
级纯电动SUV市场的热销车
型。

北汽新能源出色的汽车
品质成就了其国内纯电动车
市场领航者的地位；而销量的
持续领跑，又反向印证了北汽
新能源汽车品质经得起时间
的考验，实打实地受到了消费
者的认可。

蝉联纯电动汽车销量冠军

北汽新能源实力领跑

日前，一汽-大众新高
尔夫·嘉旅以线上发布会的
形 式 上 市 ，新 车 提 供
280TSI、200TSI和1.6L三
种动力共6款车型，售价区
间 为 13.19 万 ~19.79 万
元。据悉，新高尔夫·嘉旅
实现了造型、动力、环保、安
全以及娱乐系统五大升级，
外观更为时尚，内饰更显精
致，动力性能再次提高，安
全配置和娱乐系统也实现
全面升级。

新车全系标配鹰眼透
镜LED高级前大灯、前雾
灯转弯辅助照明功能、遥控
钥匙带行李箱开启功能、外
后视镜/后风窗独立电动加
热功能、智能双区自动恒温

空调、后排空调出风口，给
用户带来更惬意舒适的用
车体验；全系标配四门一键
式防夹电动车窗，再也不用
担心孩子被车窗夹到手，提
升儿童乘车安全。

与此同时，新车还配
备多项越级配置，如驾驶
席座椅 10 向电动调节、
Alcantara 高级材质运动
座椅、大尺寸全景天窗（滑
动/倾斜开启，带电动遮阳
帘和防夹功能）、豪华内饰
氛围灯等。而新车搭配的
高级 ACC 自适应巡航、
BSD盲区检测、RTA倒车
盲区提醒等前瞻性科技配
置，更以科技呵护出行安
全。

全新高尔夫·嘉旅幸福上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解元利

12月18日，奇瑞控股
捷途第二款车型——捷途
X70S 河南区正式上市。
新 车 定 位“ 旅 型 智 能
SUV”，共推出手动、自动
两种动力组合8款车型，拥
有 5、6、5+2 三种座椅布
局，售价为 7.69 万~12.79
万元。而且，订购捷途
X70S将配备车联网、获得
2年免费流量、最高 6000
元贷款贴息、2000元置换
补贴、终身免费道路救援、
10年/20万公里超长质保，
六大超值权益。

发 布 会 现 场 ，JE-
TOUR捷途营销中心副总
经理高飞表示，2018年将
以 4万辆完美收官，2019
年要从两大核心入手蓄势
待发。

一是捷途“旅行+”战
略由 1.0 升级至 2.0，丰富

“旅行+”产品配置、增值客
户生态圈专属权益。二是
捷途智慧新零售 1.0 升级
至 2.0，完成线上线下 AI
智能的全维度销售覆盖，
以大数据为驱动，实现产
品与服务体验提升。

捷途X70S河南区上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解元利

合众新能源哪吒汽车

郑州和志诚体验中心开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解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