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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晚，以“因悦，
知声”为主题, 2019 BMW
西区极致之悦音乐会在河南
艺术中心音乐厅上演。《冰与
火之歌》《春天奏鸣曲》等经典
曲目的奏响，让中原的宝马车
主感受到音乐的魅力，带来精
神的愉悦。

据了解，宝马的“因悦，知
声”音乐会从去年开始举办，
今年是BMW西区专为车主
们举办的第二届音乐会，力求
让车主不仅能从每一次出行
中收获驾乘乐趣，更能体会到
BMW品牌所倡导的多样化、
高品质的生活方式。今年的
音乐会在武汉、成都、昆明、重
庆和西安站后，把最后一站放
在了郑州。

BMW与艺术有着深厚

的 渊 源 ，“ 极 致 之 悦 ”是
BMW与音乐家们共同的追
求。在音乐领域中，“极致”
不仅是音乐家们追寻的梦
想，也是他们对音乐表现形
式、品质、演奏技巧等的不懈
探索与追求。这与BMW对
设计哲学、超高品质、智能互
联、驾驶性能等方面的极致
追求不谋而合。

本次音乐会以《权力的游
戏》主题音乐《冰与火之歌》作
为开场，随后的七支经典曲目
包括《月光》《天鹅》《春天奏鸣
曲》等，跨越巴洛克、古典主义
与浪漫主义三大西方音乐史
的辉煌时刻，配以专业导聆老
师的悉心讲解与乐队的倾情
演绎，为BMW西区车主奉上
了一场视听盛宴。

国家发改委提出刺激汽车消费新举措

取消限购，能否拯救疲软车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耿子腾

11月 15日召开的
国家发改委新闻发布会
上，发改委新闻发言人
孟玮针对宏观经济运行
情况提出三大措施，其
中“稳住汽车等消费大
头，破除汽车消费限制，
调整汽车限购政策”等
内容，在当下疲软的车
市环境下，成为各方关
注的焦点。

艺术中心奏响经典曲目——

宝马用音乐愉悦中原车主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赵丰玉

11月12日，记者参加了
在天津举行的VE-1试驾活
动。作为广汽本田首款纯电
动车，VE-1拥有年轻用户喜
爱的动感时尚造型，更首次导
入SPORT EV技术。同时，
它还创造性打造出全新价值
服务体系——WOW STA-
TION，为用户提供独特的惊
喜服务。

VE-1在外观上延承了
全球车型缤智（VEZEL）的
动感基因，呈现出强劲有力
的时尚动感外观。内饰秉承

“Advanced TEC”设 计 理
念，车内多处融入净蓝元素，
进一步凸显VE-1纯电的身
份。VE-1承袭了缤智出色
的空间布局以及多变置物空
间，配备高级皮质座椅，后排
采用4/6分割式折叠座椅，更
提供 437 升行李厢储物空
间。

VE-1 首 次 导 入 本 田
SPORT EV技术，动力系统
由高效率永磁同步电机、大容

量电池包、高集成化配电系统
组成，电机最大功率120kW，
最 大 扭 矩 280N · m，
0-50km/h 加速低于 4 秒。
此外，VE-1延续了本田一贯
精准的底盘调校及优越的运
动操控性能，提供N（舒适模
式）、S（运动模式）、B+N（强
回收模式+舒适）、B+S（强回
收模式+运动）四种驾驶模
式。NEDC综合工况续航里
程可达401km。

广汽本田从“三电”安全、
充电便利性到后期维保上都
考虑周全。动力电池采用了
多重措施确保安全，同时还搭
载了高精度智能温控系统，极
端天气下依旧可以实现高功
率输出。车主还可享受“e路
无忧”服务套餐，使用购车时
赠送的WOW STATION积
分即可免费兑换。通过全新
价值服务体系WOW STA-
TION，车主在手机客户端上
就可以掌控车辆状态，升级人
车生活互联价值。

深度试驾
纯电动SUV VE-1
揭秘广汽本田“电动化哲学”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耿子腾

【背景】
汽车消费低迷
市场亟须鼓励消费政策

根据中汽协最新数据显
示，1～10月国内汽车产销分
别完成2044.4万辆和2065.2
万辆，产销量比上年同期分
别下降10.4%和9.7%。其中
新能源汽车销量已连续4个
月下滑，10 月份降幅高达
45.6%，据此推测全年将可能
出现负增长。汽车界专家、
资深人士廖振波认为：“我国
从2002年开始，乘用车平均
每年 10%～15%的年增长
率，经过16年后，从去年开始
下滑。今年1～10月份，下
滑幅度超过了8%，这对经济
发展非常不利。”

在传统汽车和新能源汽
车市场疲软的大背景下，需
要进一步的政策措施刺激汽
车消费。 中国汽车工业协
会秘书长助理陈士华表示：

“汽车作为经济支柱产业，大
概占到社会消费零售总额的
10%左右，前两年甚至超过
了10%。之所以要把汽车消
费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是
因为它对上下游的拉动作用
都很强，比如对上游的原材
料、工业产品、装备产品等，
都有直接的促进作用。汽车
工业一年的销售收入应该接
近9万亿，对下游的拉动可能
作用要放大好几倍。上下游
的就业人口加一起就几千万
的容量。”

【措施】
破除汽车消费限制
逐步放宽或取消限购

新闻发布会上，孟玮针
对宏观经济运行情况提出三
大措施。其中在“稳住汽车
等消费大头”里，孟玮指出，
要破除汽车消费限制，探索
推行逐步放宽或取消限购的
具体措施，推动汽车限购政
策向引导使用政策转变。

其实，早在今年6月份国
家发改委等多部门就明确提

出，着力破除限制汽车消费的
市场壁垒，严禁各地出台新的
汽车限购规定，大力推动新能
源汽车消费应用。紧接着，8
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
费的意见》，更是明确提出实
施汽车限购的地区要结合实
际情况，探索推行逐步放宽或
取消限购的具体措施，有条件
的地方对购置新能源汽车给
予积极支持。并且明确了促
进新能源汽车消费、推进农村
车辆消费升级、培育汽车特色
消费市场、加快二手车流通等
几方面实施措施。

【落实】
全国多省市对限购“松绑”
汽车市场有望“回暖”

今年以来，全国实施汽车
限购的城市，已在不同程度上
放宽了政策口子。5月份，广
东省提出逐步放宽广州、深圳
市汽车摇号和竞拍指标，扩大
准购规模。9月份，贵州省发
改委等九单位在联合下发的
《关于促进汽车消费市场持续
健康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
知》中提出，2019年贵阳市号
牌发放量在2018年基础上增
加3万个以上，并根据具体情
况实时取消小客车专段号牌
摇号等。与此同时，西安、昆
明等城市也在陆续跟进放宽
限购。

根据此前国家统计局新
闻发言人刘爱华介绍，从10
月份数据看，今年以来持续低
位增长的汽车生产出现“回
暖”迹象，10月份当月汽车产
量降幅收窄，汽车行业增加值
增长4.9%，比上月加快4.4个
百分点。从内部来看，SUV、
MPV这些车型的产量都是由
降转升，说明汽车行业转型升
级也在继续向前推进。

【声音】
汽车市场仍有空间
刺激措施要“因地制宜”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数据

显示，美国汽车保有量837
辆/千人、日本591辆/千人、
中国173辆/千人。对此，汽
车与社会发展咨询研究中心
主任周立群分析：“从千人保
有量可以看出，中国汽车工
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
们对整体中国汽车市场发展
前景仍保持乐观态度，预计
中国汽车年销量将在3500
万辆左右。当然，如果西部
等地区发展迅速的话，或许
将有巨大突破。”

也有专家认为取消或者
放宽汽车消费限制要“因地
制宜”。比如“北上广”这样
的一线城市，如果一下子放
开限制，交通压力是承受不
了的，应该是个逐步放开的
过程。此外，新增的购车指
标可以往新能源汽车上倾
斜，鼓励新能源汽车消费，让
真正有用车需求的人能够买
到车。

清华大学汽车发展研究
中心主任李显君表示：“取消
不合理限制、限行限购是没
问题的，但重要的是提高地
方政府的交通规划和管理能
力。规划能力提高不上去，
随之而来的交通拥堵、停车
难等问题，也会成为限制消
费者购置新车的重要因素。”

郑州市民孙先生就坦
言：现在开车上下班有两难，
一是行车难，二是停车难。
有了孩子家里早就需要第二
辆车了，不是不想买，看看小
区和公司饱和的停车位，还
有现在早晚高峰的拥堵情
况，犹豫再三还是没有买。

郑州一家经销商负责
人也表示，刺激消费的政策
落地，会有一定的提振作
用，尤其是对那些被限购政
策限制了消费力的城市作
用会更加明显，但是并不能
从本质上提高销量。对于
郑州、成都、苏州这些机动
车保有量同样很高却没有
限购的城市而言，仅仅依靠
限购松绑还不够，比如在二
手车、汽车报废、置换等方
面着手，也会进一步促进新
车市场的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