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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新规即将实施——

所有车辆
要配反光背心

（上接 AⅡ·01 版）

宜家宜商，
这些车型适合商户

□记者 祁驿

新修订的国家标准《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7258-2017），将于明年 1 月 1 日起实施，这意味着，从 2018 年 1 月 1
日开始，年检除检查三角警示架之外，将同时检查反光背心，数量是 1 件，因为这是新标准要求的。同时，电动车车窗应具备防
夹功能，包括电动车窗。所有乘用车和专用校车在车辆锁止情况下，喇叭要求正常可以用。当儿童被遗忘在车内，可以通过
按响喇叭来告知外界。

新标准元旦起实施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
件》，由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
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发
布。该标准全部技术内容为
强制性，适用于在我国道路上
行驶的所有机动车，包括传统
汽柴油乘用车、纯电动车、客
车、校车、货车和旅居车，但不
包括有轨电车和轮式专用机
械车。
相 比 于 2012 版 ，新 标 准
调整和修改内容超过 150 项。
新标准的调整项目设置有过

渡期，部分标准延后 13 个月、
25 个月和 37 个月实施。
郑州交警支队车管所民
警介绍，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
术 条 件》
（GB7258）是 我 国 机
动车安全管理最基本的技术
标 准 ，广 泛 应 用 于 机 动 车 制
造、进口、质检、维修、检验、登
记和报废等相关领域。既是
我国机动车新车定型强制性
检验、新车出厂检验及进口车
检验的重要技术依据，也是新
车注册登记查验、在用车定期

检验、事故车检验鉴定的主要
技术依据。
据介绍，2018 年起，交通
管理部门在机动车查验、执法
检查、事故车辆检验鉴定工作
中，将根据车辆出厂日期，对
照相应版本 GB7258 标准，检
查、鉴定机动车安全技术装置
和要求的落实情况。同时，对
机动车登记中发现的违规车
辆产品，一律录入系统上报，
一地预警、全国严查；一律通
报相关部门，
共管共治。

所有汽车强制配备反光背心
新标准中，最引人注意的
就是要求汽车（无驾驶室的三
轮汽车除外）应配备 1 件反光
背心和 1 个符合 GB19151 规
定的三角警告牌；车长大于或
等于 6m 的客车和总质量大于
3500kg 的货车，还应装备至
少 2 个停车模（如三角垫木）。
从 2018 年 1 月 1 日开始，年检
除检查三角警示架之外，将同
时检查反光背心，
数量是 1 件。

也就是说，新的规定要求
所有汽车都必须配备至少 1 件
反光背心，当你在路边停车检
查车辆（例如换轮胎）情况时，
除了要在车子后方 150 米处
放置三角警示牌，还要把反光
背心给穿上。另外，年检的时
候不只要检查三角警示架，还
会同时检查反光背心。
记者在淘宝上搜索发现，
反光背心一般就是 10 多元钱，

建议车主自行购买，对自身的
安全也很有帮助。

发觉后方行驶汽车的存在。
为此，新国标 12.13.2 中明
确规定，
“ 纯电动汽车、插电式
混合动力汽车在车辆起步且
车速低于 20km/h 时，应能给
车外人员发出适当的提示性

声响”，当车辆发生漏电情况
时，应通过一个明显的信号装
置提示驾驶人，车辆应该具备
能切断动力电路的功能，避免
产生二次交通事故。

郑州日产的相关负责人
介绍说，皮卡车在方便城乡居
民承载工具、物品出行及城市
物流配送等方面有一定的使
用优势，具有较大的市场发展
潜力。我国长期将皮卡车按
照货车进行管理，贴反光条、

喷字等规定严重影响了皮卡
车的美观度，长期以来很多用
户和准用户受到该困扰，拒绝
选择皮卡车，在很大程度上抑
制了皮卡消费，而取消喷字，
加上河南已经开放皮卡进城，
对于皮卡车来说是个好消息。

皮卡不再喷字了
按照新国标的规定，明年
开始，皮卡车车身不再喷涂总
质量、栏板高度等，不再粘贴
反光标识；但是车长大于等于
6m 的客车后部、总质量大于
等于 12000kg 自卸货车车身
两侧，
要按规定喷涂放大号。

在新国标 4.1.1 中明确表明
“机动车在车身前部外表面的易
见部位上应至少装置一个能永
久保持的、与车辆品牌相适应的
商标或厂标”，与旧标准“机动车
在车身前部外表的易见部位上
应至少装置一个能永久保持的
商标或厂标”有明显区别，新标
准强调了与
“车辆品牌适应的”。
也就是说，那些买了某些国
产车型，再给自己的车贴个保时
捷、路虎、奔驰车标的行为，从
2018 年起，就是违法了，新标准
中明文规定不能对品牌不同、但
车型相似的车辆更改车标，不但
年检不能过，还会在路上被交警
处罚。

对安全性配置
提出新要求

纯电动车起步应发声警示
现在很多纯电动汽车或
者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在低
速行驶时，由于没有汽油发动
机的声音，会在启动和行驶时
没有声音，这点对行人造成了
一些安全隐患，会让行人难以

悬挂整车标识
应与品牌相符合

新标准的实施，将在提升机
动车安全技术性能、加强机动车
运行安全管理、保障道路交通安
全等方面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比如，新标准中规定，所有
座位都要配三点式安全带，包括
后排中间安全带。电动车车窗
应具备防夹功能，包括电动车
窗。所有乘用车和专用校车在
车辆锁止情况下，喇叭要求正常
可以用。当儿童被遗忘在车内，
可以通过按响喇叭来告知外界。
主动安全方面，在增加电子
稳定性控制系统等先进的辅助
安全驾驶技术外，还增加大货车
配备右转弯音响提示装置的要
求、新能源汽车低速行驶噪声的
要求，在国际上都处于比较超前
的水平。被动安全方面，推广使
用轮胎爆胎应急防护装置，避免
车辆爆胎后制动失控。
对新能源汽车，新标准要求
电池起火后 5 分钟内电池箱外
部不能起火爆炸，为乘员逃生、
紧急救援留出黄金时间。

公 告

河南省昶晟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广大投资客户：
河南省昶晟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位于
郑州市惠济区开元路 11 号，该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
众存款，现此案件已由郑州市公安局长兴路分局经
侦大队侦办。为挽回客户损失，请广大客户于 2018
年 2 月 5 日前到该案专案组报案确定债权。
如对上述内容有异议，在《公告》见报之日起 5
日内向我局书面提议，否则，该单位将以公告内容
按照已收集材料确定债权。
专案组地址：郑州市惠济区兴隆铺路与南阳路
交叉口东北角，凯润商务酒店 620、621、622 房间。
联系电话：
15803826385、0371-56585620、
56585621(张警官、王警官、马警官)
特此公告！
郑州市公安局长兴路分局
2017年12月28日

为了服务华南城附近的商
户，本次巡展活动，组委会还专
门推出了一批既有品质，又方
便运输的车型，非常适合批发
商户使用。
上汽大通的 G10 和 V80，
一款是 MPV，一款是轻客，都
是批发商户常用的车型，可商
务、可拉货，一车多用。北汽幻
速的 H3F，采用全新设计的 X
形家族式前脸，整车时尚稳重
也更加符合年轻消费者的审
美，这样一款 MPV 车型，不但
多拉快跑，才卖 7 万元，而且竟
然还有全景天窗、无钥匙进入、
一键启动，可谓是同级最高水
平了。东风御风的两款欧系轻
客 ，以 及 旗 下 首 款 皮 卡 车 型
P16，也将凭着强动力、大空间、
低油耗的卖点，在展会现场，成
为批发商户事业成功的好帮手
和休闲出游的好伙伴。

热力四射，
新车出席热度非凡
除了热销车型，热门新车
也将出现在展会上。
最近大热的全新第八代凯
美瑞将亮相，这款全面革新的
轿车，可以带给喜欢轿车的消
费者全新体验。新上市的北京
现代新一代 ix35 也来了，全新
风格的外观，花了一番心思的
新配置，同级最丰富的智能化
人车互动体验，并且入门车型
售价比老款车型下调了整整 3
万元，将会给大家带来更多惊
喜。广汽传祺 30 日上市的首
款 MPV 车型 GM8 也要来到现
场，该车能够最大限度满足二
胎家庭的需求，同时其头等舱
式的按摩座椅还能满足中小型
企业主的商务出行需求。
全面升级的 2018 款东南
DX3，会在幸福快车展会现场，
展示自己全面升级的 10 多项
配置，和全新的驾驶体验。雪
佛兰 2018 款科鲁兹的到来，也
会让购车者感受到美式精锐运
动造型，以及搭载安吉星车载
和电子驻车系统带来的舒适安
全驾驶体验。上汽大通 D90 是
自主品牌的首款全尺寸智能定
制 互 联 网 SUV，能 提 供 超
20000 种的车型配置，这次参
加幸福快车郑州站巡展，购车
者可以近距离体验这台大智慧
SUV。宽绰舒适空间，多项同
级领先配置，独特节油降耗技
术，经久耐用品质，将这些优点
集于一身的长安铃木新车骁途
也将在展会上出现，想要体验
和购买这款实力 SUV 的朋友
不要错过。
想用实惠价格买到理想车
型，想在春节前开上新车，那就
别再犹豫了，本次幸福快车巡
展团购，有热销车型，有钜惠购
车，有全新车型，还有宜家宜商
的商户专属车型，12 月 30 到 1
月 2 日，华南城华盛奥特莱斯，
不见不散。

■乘车路线
公交：552 路华南城西站、
567 路华南城华盛奥特莱斯站、
580 路华南城站、新郑公交华南
城站
地铁：2 号线华南城西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