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 告

端午假期，又有意向购

车的读者及车友联系上阿

辉，了解市场行情及选车注

意事项。“听说假期这几天在

‘杉杉’有个小型车展，准备

过去看看。这是我第一次买

车，对于汽车安全配置真的

一头雾水。想请你一起去做

个参考。”

应广大读者及车友要

求，“阿辉跑腿 帮您选车”

栏目已经开通。近期您想

看车，只要一个电话，阿辉

将 帮 你 跑 到 底 ，详 询 ：

15807975192（微信同号）。

汽车哪些安全配置不可少
现如今出现在新车上的安全科

技配置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智能，

除了常用的倒车影像、前部防碰撞系

统，以下安全配置也不可少。

◎盲点监测和辅助

这项技术使用雷达和影像来

扫描车身侧面和尾部的区域，然

后随时发现进入或潜伏在该盲区

的车辆。当监测发现后，一个点

亮 的 图 像 就 会 出 现 在 外 后 视 镜

上。另外，当你打了转向灯后，如

果有辆车处在你的盲区，那么监

测系统就会发出强烈的警示，比

如闪光或者提醒声音。还有一些

高级的系统可以帮助你保持在自

己的车道。

◎主动式转向头灯

这种随动控制大灯能够不断对

大灯进行动态调节，保持与汽车的当

前行驶方向一致，以确保对前方道路

提供最佳照明并对驾驶员提供最佳

可见度，从而显著增强黑暗中驾驶的

安全性。车主在转方向盘时，主动式

转向头灯也会随之转动。

◎车道偏离警示系统

车道偏离预警系统通过报警方

式辅助车主减少汽车因车道偏离而

发生的交通事故。当驾驶员无意中

将偏离原车道时，该系统会在偏离车

道 0.5秒之前发出警报，或者以方向

盘震动模式提醒车主，为驾驶员提供

更多的反应时间。

◎行人监测和自动刹车

这项带自动刹车的行人监测和

碰撞安全系统通过雷达和前置摄

像头不断监测车辆的前方区域，如

果有骑行者或行人突然进入车辆

前方区域且有追尾危险，系统将马

上向驾驶者发出警示，同时预先压

制刹车。如果车主未作出反应，碰

撞即将发生，系统将会自动进行全

力制动。 （阿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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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全国房贷利率稳中微降
近日，融 360大数据研究院对全国

41个重点城市 674家银行分支机构房

贷利率的监测数据显示，今年 6月（数

据监测期为 5月 20日至 6月 18日），全

国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为 5.28%，环比

下降 4个基点；二套房贷款平均利率为

5.60%，环比下降 3个基点。

自 4月 20日 5年期 LPR水平环比

下调 10个基点后，各地各银行因之前

LPR 变动的房贷利率调整基本完成。

据《经济参考报》报道，中国人民银行授

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6月
22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为：1年
期 LPR 为 3.85%，5 年期以上 LPR 为

4.65%。1年期和 5年期以上 LPR均与

上月持平。不过多名市场人士预期，后

期LPR报价仍有下降空间，将有助于带

动房贷利率的下调。

多份机构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伴

随今年上半年多次“降息”，多地银行的

房贷利率已呈现出稳中趋降态势。业

内人士因此预期，在利率下行、多地人

才落户配套政策密集发布等因素的

助推下，房地产市场会持续呈现复苏

迹象。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涉房金融

政策“房住不炒”基调未变，在流动性合

理充裕、房贷利率有望继续下行的情

况下，房地产调控仍将坚守“房住不

炒”定位。坚持因城施策，紧紧围绕稳

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目标，完善长效

管理调控机制，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

康发展。 （综合人民网等）

近日，福特新全顺“地库版”正式上

市，共推出 12款配置车型，售价 14.69
万元至 17.06万元。新车持续优化整车

空间的同时，还将车身高度控制在 2.06
米，从容进入地下车库，适配多样化的

城乡流通应用场景，提高了装卸货物的

效率。

无惧限高。本次推出的新全顺“地

库版”基于“中轴”车型打造，该车型长

宽 高 分 别 为 5341mm × 2032mm ×
2061mm。2061mm的车身高度，使其可

以轻松进入限高在 2100mm 以下的地

下车库，更加适合频繁出入楼宇地库的

用途。

空间优化。车身轴距 3.3 米，多

种座椅布局可供自由选择，持续优化

整车空间，提高装卸货物的效率。空

间够大，通过性强，专治各种“水土

不服”。

排放升级。新全顺“地库版”提供

2.0T汽油和 2.0T柴油两款发动机，并提

供国五和国六两种排放标准，其中国六

车型更是一步到位，直接升级国六 b，
在后续用车方面省心不少。

动力可靠。在动力参数上，2.0T汽
油、2.0T柴油发动机的最大功率分别为

202马力和 121马力，峰值扭矩均为 300
牛·米，传动系统匹配 5速手动或 6速手

自一体变速箱，动力可靠，轻松驾驭各

种路况。 （李清）

江铃福特新全顺“地库版”上市

（资料图片）

车检尴尬何时休？
随着社会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不少

车检机构门前又开始排起了长队。如同人们

的体检一样，车检就是给车辆检查一下“身

体”，消除隐患，避免在出行中发生事故。但

与体检的受欢迎不同，车检近年来却越来越

多受到人们的批评和吐槽，甚至很多人建议

要取消车辆年检。为什么一个出发点好的措

施却不受欢迎？是什么造成了车检的尴尬？

电子标志+涨价 车检再引热议

今年 3月 1日之后为私家车年检的人们

会发现与以往有了些许不同。首先，从 3月 1
日起，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哈尔滨、南京、

杭州、宁波、济南、株洲、深圳、海口、成都、贵

阳、玉溪、乌鲁木齐等 16个城市试点推行机

动车检验标志电子化。也就是说，车主不用

再将年检的纸质标志贴在车辆的前挡风玻璃

上了。这对于广大车主来说无疑是一件好

事，一是办理更加便捷，再就是车挡风玻璃显

得更加清洁美观，也减少了对视线的影响。

除了这些城市外，从 4月 25日起，广东、

海南、四川、黑龙江等 12个省（区）开始推行

了检验标志电子化。而从 6月 20日起，河北、

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安徽、福建、江西等

15个省（区）也开始推行检验标志电子化，从

而实现全国全面推广应用。

与此同时，年检费用也全面涨价。以往

的机动车年检费用是 140元/次，今年调整后

的收费是 290元/次。由于不同地区年检费用

增加幅度不同，不排除有些省份私家车年检

高于 290元/次。

对此，相关部门的解释为，由于国六排

放标准实施，针对尾气排放检测，增加了污

染控制装置的完好性检查，部分车辆增加

OBD检查、柴油车辆增加了NOx排放检验等

项目，导致费用上涨。

另外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年检前必须将

车辆违章处理完毕才能通过年检的“捆绑式”

规定将会被取消，未来在车辆违章没有处理

完毕的情况下也可能会通过车辆年检。

这些新变化让车辆年检再次成为热点话

题。多年来，对于车辆年检问题，吐槽者甚

众，叫好者寥寥，甚至近几年来，取消车辆年

检的声音也逐步高涨。

今年全国两会上，车辆年检问题再次

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之一。全国人大

代表、长城汽车总裁王凤英就建议解决车

检难问题，完善道路安全法相关法规检测

要求，细化汽车检测标准及档期，用互联

网、大数据技术手段，推动建立机动车智

能检测体系，完善数据共享和使用机制，

全面提升机动车检测效率。

车检“三大怪”“潜规则”何其多

车辆年检是指机动车的综合安全技术检

测，是对机动车的制动、转向、灯光、尾气等涉

及安全的项目按照规定的标准进行检测，以

此判断机动车是否适合上路行驶，是否会对

其他车辆和行人造成威胁。从这个意义上

说，定期车检是好事，可为什么这样一个有着

良好初衷的措施却得不到人们的认可？

最让广大车主不能接受的就是暴力车

检。近些年，暴力车检的案例经常见诸媒

体。本来好好的车辆，在检测之后反而出现

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价格上百万元的豪

车以错误的方式检测而导致变速箱损坏、上

千万元的超跑被当场踩爆缸的消息也时有

报道。

其次是车辆检测不透明，并由此滋生很

多“潜规则”。每个检测场所之外或明或暗都

会有一些“黄牛”在蹲守，给他们 100到 200
元，就可以“代为验车”，省去排队之苦，而且

不管是什么车，有毛病还是没毛病都能通过

检测。甚至还有“黄牛”就是骗子，拿钱也不

办事。为什么经过“黄牛”，车辆就可以一路

绿灯？这是让广大车主吐槽的重点。

笔者的亲身经历，一次去验车被告知

刹车有问题，需要修理后再来检测，但 4S
店经过检查后告知笔者刹车没有问题，4S
店工作人员还含蓄地提醒笔者去检测场边

找个“黄牛”。因为验车已然花去大半天

时间，这时再去找“黄牛”实在心有不甘，

笔者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再次回到检测场。

这次接车上线的是另外一个检测员，却被

告知检测通过了。笔者当时的心情很是复

杂，同一辆车并未经过修理，不同的检测

员却是不同的结果，如此车检有何意义？

再有就是车辆检验的时间成本过高。

一次验车能在半天内完成就算是效率高，

稍微一拖拉，就需要大半天甚至一整天时

间。而且，验车的过程实在谈不上什么消

费体验。虽然现在验车机构表面上早已完

成市场化，但车主还是体验不到市场化应

带来的效率和服务。

“取消”还是“优化”车检规则待更新

既然车检有如此多的问题，那是否可

以取消车检？对此，车主和业界各执一词。

事实上，车检如同人的体检，是很有必要的。

车主对自家车的了解难言全面也不专业，让

一辆带着安全隐患的车上路，就像一个行走

的定时炸弹，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出现问题。

在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车辆检验制

度同样存在。美国 50 个州中只有 10 多个

州没有车辆检验制度。在欧洲，一般家用

车是购置新车四年后进行第一次检验，之

后每两年进行一次车检。日本的普通家用

轿车新车第一次车检是购车登记后三年，

以后每两年车检一次。

对比我国有关机动车检验和报废标准，

随着汽车市场不断成熟，汽车产业不断壮

大，汽车产品性能不断提升，我国的机动车

检验和报废标准也在不断改进。2013年之

后，我国对私家小轿车取消了强制报废年

限的规定，对于行驶里程超过 60 万公里的

车辆实行引导报废。从 2004 年起，新购车

辆每年都要检测的规定，改为了 6年内每两

年检验一次，6年后每年检验一次，15年后

每 6个月检验一次，一直执行至今。

对此，众多车主和一些业内人士认为，经

过 10多年的发展，我国汽车产品的质量和技

术水平又有了很大提高，特别是车辆的智能

化水平提升很快，对于车辆自身问题的监控

比较全面和到位。而且，私家车的使用频率

很低，很多家庭一年的行驶里程基本在 1万
公里左右。目前以时间为标准的检验频次有

些过高，可以考虑适当拉长检验的间隔时间，

或者改为以行驶里程为标准。

一些专家表示，可以考虑优化目前的车辆

年检制度，除了大幅度拉长间隔，或以实际行

驶里程为标准外，随着数字经济和 5G、物联

网、智能汽车等快速发展，可以加大线上服务

的拓展，车主可每年自行网上申报，通过大数

据分析，对符合要求的车辆予以免检，还可以

考虑取消集中检测的方式，利用信息技术，加

大对车辆日常的检验和管理等。

（来源：《经济参考报》）

物业要定期“晒账本”

物业费都花哪儿了？小区广告盈

利多少？很多业主并不清楚小区物业

的收支情况，已经颁布的民法典首次通

过立法形式对物业公司财务公开的相

关内容进行了明确。这就意味着，民法

典自明年 1月 1日起施行后，物业收支

不能再是一笔“糊涂账”。

已经颁布的民法典第 943条明确

规定，物业公司应定期向业主公开收

费项目、收费标准、维修资金使用情

况、业主共有部分的经营与收益情

况。其中，业主共有部分的经营与收

益情况就包括了公共区域的广告收

入。此外，物业利用公共区域

划设车位出租产生的收益，也

是业主共有部分经营与收益的

一部分。

民法典物权编第 282 条规

定，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

者其他管理人等利用业主的共

有部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

理成本之后，属于业主共有。

此外，民法典合同编第 943条规定，物

业服务人应当定期将服务的事项、负

责人员、质量要求、收费项目、收费标

准、履行情况，以及维修资金使用情

况、业主共有部分的经营与收益情况

等以合理方式向业主公开并向业主

大会、业主委员会报告。这些条款都

是民法典新增的内容。

物业矛盾是小区治理的老大难问

题，民法典回应社会关切，从立法高度

对物业问题作出明确指引。随着民法

典的颁布施行，未来物业问题会逐渐

理顺。 （来源：新华网）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