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月16日 星期四 责编 闫碧洁 美编 李庆琦

汽车 综合AⅠ·18

目前并无“疯狂底价”

“车商要在春节前冲量完
成任务，那就是全年最低价
了。”抱着淘底价的心思，郑州
市民王先生最近一直在看车。
和王先生有类似想法的消费者
也不少，记者发现，最近一段时
间，4S店内的到店人数都在增
加。

在广汽丰田4S店，销售顾
问杨先生告诉记者，2020年春
节时间较往年偏早，所以从去
年12月份到现在，看车买车的
人都很多。

记者走访发现，大部分车
型的价格，并没有如消费者想
的那样，在春节前打出底价。

在某日系品牌4S店，一款
去年10月上市的SUV很受欢
迎，但由于没有现车，想要春节
前提车，不但没有优惠还要加
价。而除了日系品牌外，奔驰、
保时捷等豪华品牌的价格也较
为坚挺。

当然，也有不少品牌在促
销，如奥迪A6L、奥迪Q5L等
部分高配车型，凯迪拉克CT6、
宝马5系等，近期优惠明显，但
也并不是最低的价格。

“目前车市不景气，大部分
车型的价格还是比较实惠的。”
一汽车经销商表示，春节前一
般是销售旺季，销售情况不错
的品牌会出现货源紧张，车价
反而要回升。像是长安欧尚的
一款SUV，由于性价比高订单
多，以至于春节前无法顺利交
车，为此车企干脆推出了“等车
红包”安抚无法及时提车的客
户。

需要提醒的是，车商的年
度销量任务多以阳历年计算，
目前不存在冲量压力，多以追
求单车利润率为主，因此片面
追求“疯狂底价”是不太现实
的。

贷款、合同和发票要看清

春节的购车旺季，各种贷
款购车活动不少，零利息、零首
付、包牌价……面对这些花样
繁多的贷款购车方案，选择之
前还是要多注意的。

在贷款购车时，应尽量选
择银行或正规的汽车金融公
司，那些不知名的融资平台最
好不要触碰，河南省内乃至全
国，已经出现过不少“套路贷”

购车被骗的情况。
除了各种手续费外，分期

付款买车，4S店一般会要求上
全险。一般的全险就要5000
多元，有的还要两年保险一起
买，相当于1万多元。

另外，在签订合同时，一定
要把车价、车辆型号、生产年
份、车辆颜色、赠品的品牌以及
材质写清楚。河南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提醒，按照
往年的情况，春节前购车可能
会因“库存车”产生不少纠纷，
因此建议在签订购车合同时，
可对车辆的出厂日期进行备
注，以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另外，开票的时候也要注
意。郑州市国税局的工作人员
介绍说，一般来说，买车购置税
要扣除13%的增值税后再计
算，“比如一款发票价为10万
元的车，在实际缴纳购置税时
需要扣除13%的增值税，购置
税应以8.7万元为基础进行缴
纳，税率 10%需要缴纳 8700
元”。但有的商家却会以10万
元来计算，据此向消费者收取
高于8700元的费用，国税局的
工作人员提醒说，这点最好要
看清楚。

过年买新车，这些要留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祁驿

离春节越来越近了，又到了买车旺季，车商往往会打出一些促销活动。那么，春节前买车是否
划算？有哪些事情需要注意？有哪些套路可以预防呢？

1 月 9 日，以“ENJOY
FUNTEC WORLD”为 主
题，本田技研工业（中国）投
资有限公司、广汽本田、东风
本田联手，在海南举办2020
年Honda中国媒体大会，宣
布将加速FUNTEC技术升
级、新产品投放，力争2020
年超过2019年的155万辆销
售业绩。

2019年，Honda中国汽
车终端销量创下了155万辆
的历史最高纪录，ACCORD
（雅阁）、CRIDER（凌派）、
VEZEL（缤智）、FIT（飞度）、
CIVIC（思 域）、CR-V 和
XR-V七款车型年销量超过
10万辆，其中ACCORD（雅
阁）、CIVIC（思域）、CR-V
三款车型年销量均突破20
万辆，ACCORD（雅阁）锐·
混动、ODYSSEY（奥德赛）
锐·混动、INSPIRE锐·混动、
CR-V锐·混动、ELYSION

（艾力绅）锐·混动等五款混
合动力车型全年总销量也首
次突破10万辆。

2020年，Honda将继续
通过FUNTEC技术升级和
服务创新，为中国顾客带来
更高价值、更多乐趣的移动
产品及体验。广汽Honda
将在2020年进一步扩大增
城第三工厂产能，由年产12
万辆增加到24万辆，进而广
汽Honda将形成年产72万
辆的总产能。广汽Honda
增城第三工厂产能提升后，
Honda 在中国汽车年总产
能将由目前的125万辆提升
至137万辆，为面向未来的
产销体系打下坚实的基础。

全新一代FIT（飞度）将
于 今 年 正 式 引 入 国 内 ，
AVANCIER（冠道）、UR-V
和CR-V也将改款升级，5门
版两厢CIVIC（思域）将于今
年在东风Honda实现国产。

2020年销量超过155万辆

Honda新年发布新规划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赵丰玉

确认了眼神，
走在别人前面

在启辰车友圈里，从事销
售工作的李钦臣是很多人的榜
样，靠着自己的努力和勤奋，在
郑州买车又买房，是“郑漂”中
的正能量代表。

问到为何在众多车型中选

择了启辰T90，李钦臣的回答
很简单，就是有眼缘，“外观方
面一直是我最爱的一个点，这
个设计一看就很年轻。”在李钦
臣眼中，T90轿跑式的设计，整
个的溜背都很时尚。

“而且这个车的长度跟轴距
都比同级别的车要高那么一点，
所以外观上给人的视觉冲击更

强烈。鹰眼式的车灯，侧面犀利
的线条，都很有设计感。”李钦臣
说，在T90之前，国产品牌根本
没有这种跨界SUV，因此，T90
引领潮流的外观，让李钦臣开车
走到哪里都备受瞩目，“刚开始
的时候走哪儿都有人问这是啥
车，只要等红灯就有人摇下车窗
问，刚买的时候回了趟老家，结
果后面又有三四个跟着我一样
买T90的。”

相比前脸，李钦臣更喜欢
全新启辰T90的尾部设计，尤
其是高位刹车灯和尾灯一体的
贯穿式尾灯，让经常要开车回
老家的他觉得又炫酷又安全。

“我这个车排气方式是双边单
出，看起来十分动感。”李钦臣
说。

能放下大冰箱，
年轻人的漂泊伙伴

买过车以后，李钦臣搬过
两次家，T90成了搬家过程中
最重要的帮手。

“一开始买就是因为好看，
等日常用起来才发现真好用。”
李钦臣说，T90的空间是很大
的，因为车身很长，车长超过4
米8，宽也有1米8多，所以车
内乘坐空间很大，后排纵向空

间将近90厘米，和B级轿车可
以相提并论了。

“后尾厢空间更让人惊喜，
进深特别长，还可以放平，我搬
家的时候，就直接把冰箱电视
啥的放车里。”李钦臣告诉我
们，T90轴距达到2765mm，放
倒 第 二 排 座 椅 之 后 ，可 达
1648L。

长期在市内驾驶跑业务，
日产经典的2.0L+CVT动力组
合，让李钦臣感到很舒心，不但
提速平顺，操控也非常灵活，而
更让他满意的是T90的经济
性，“我现在的油耗是 7.3L/
100Km,和同级别甚至同样长
度的车型比起来，T90的油耗
算很低的了。”李钦臣说，像他
这样靠个人打拼在郑州立足的
年轻人，还是很在乎一辆车的
使用成本的，T90则完全满足
了郑漂对用车成本的刚性需
求。

要精致生活，
怎能没有一台精致的车

“我的工作是销售，要给客
户带来更好的精神面貌，导致
我这个人很挑剔，对车子我也
是要全方位满意才可以。”李钦
臣很自然地把话题和他的T90

联系上了，“而销售工作要想做
好，不光要有好的外在，更要有
实实在在的内在，让客户真正
信任你，愿意和你合作。”

所 以 李 钦 臣 才 会 选 择
T90，日间行车灯、后视镜电子
折叠、天窗、行李架、真皮座椅/
方向盘、座椅电动调节、定速巡
航、ESP、胎压监测等配置，让
他感觉特别精致，而VDC车辆
动态控制、TCS牵引力控制、
ABS防抱死制动这三大电子
稳定系统，以及日产的三大件
品质，则让他对T90的信任大
大提升。

在郑州这座新兴的国家中
心城市，像李钦臣这样锐意进
取的新郑州人还有很多，他们
不甘平淡，乐于体验更多不同
经历；他们追求个性，向往丰富
精彩的生活，而只有全新启辰
T90在颜值、空间、性价比、科
技感等诸多领域做到了面面俱
到，做到了不盲从，做到了诚意
十足的价格。

全新启辰T90在外观、内
饰、配置、动力和智能车联网等
方面实现全面升级，拥有高颜
值、高质感、高智能、高标准等
四大核心产品优势，可全面满
足“跨悦一族”的多场景用车需
求，助力他们开启跨悦新生活。

90后“跨悦一族”的首选

全新启辰T90让生活从此大不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祁驿

作为自主品牌跨界SUV的开创者，东风启辰
T90凭借惊艳的外观设计和优良的合资品质，受到了
众多消费者的青睐，而全新启辰T90，凭着“高颜值”
“高质感”“高智能”“高标准”四大优势，实现升级智
造，打造属于年轻人的个性爱车。

作为年轻人新潮、个性的“大玩具”，全新启辰
T90跨造型与性能之界，悦品质智趣生活，凭实力打
动了这群不甘平淡,勇于踏出生活的边界，乐于发现更
多生活乐趣的“跨悦一族”。那么，全新启辰T90是如
何与“跨悦一族”一起，解锁生活新体验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