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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装课堂

春季装修，
好处居然这么多

一年之计在于春，温和的天气以及湿润的空气，带

来了新一年的装修好时机。具体来说，春季装修有 5
大优势。

◆好处一：气温适中

春季气候适中，利于空气流通，涂料干得比夏天

快，一般涂刷 3遍的工期比其他季节要短三四天。但

是一定要保持木材的湿度，不然被风吹得太干，到了夏

季 7、8月就会抵抗不住雨季的考验。

◆好处二：涂料附着力好

春季装修要选择的涂料，要求附着力好、弹性好。

在春季装修，使用的木制品及石膏制品，完工后不易变

形、开裂。粘贴瓷砖的砂浆、水泥更加牢固。施工中涂

刷的油漆和乳胶漆，挥发、干燥得比较快，涂刷的平整

度也会好一些。

◆好处三：木质材料含水率适中

春季的气候条件有利于将木质材料的含水率控制

在 13%以下。一般木材的含水率如果超过这个标准，其

热胀冷缩的变化就十分明显，从而影响施工质量。铺木

地板时一定要留下足够的伸缩缝隙，这样在夏季来临

时，地板才不容易起翘。当然还得留意保持空气干燥。

◆好处四：装修人员精力充沛

春天，处处是一派蓬勃向上的景色，也具有一种蓬

勃向上的精神。经过假期的休整，每个人都会以一种

崭新的面貌和积极的心态面对一切。所以设计师会为

客户提供一个好的设计方案，施工队伍也会有一个好

的精神面貌，精力充沛情况下更能保障施工品质。

◆好处五：节省装修费用

一套房子装修，建材是主要费用之一。装饰行业

上半年促销活动多、范围广，价格方面更优惠。而建材

行业一般都在下半年价格增长 8%至 10%，所以下半年

装修会让业主增加更多成本。

另外，春季装修房子还有一些注意事项：

1.开窗通风：天气好时，要注意开窗通风，让室内

的有害物质尽快挥发出去，也有利于潮气的挥发。

2.阴天或下雨：不要做木器漆和墙面漆，空气中的

潮气很容易被封在漆面下边而影响漆膜质量。

3.干透原则：墙面披刮腻子、刷漆要等底层干透再

做上边的层面，墙面拉毛后要等毛刺干透后再贴砖。

防水也是如此，干透一遍刷一遍，不要以为春天风大好

干而赶进度。

4.注意防冻：春季昼夜温差较大且夜间气温较

低，要做好瓦工工程、墙面基底工程特别是室外工程

的防冻。 （常方方）

春节自驾归来 最好预约错时保养
长假出行归来，车主的头等大事就是为爱车

做一次全面的检测和保养。各大汽车 4S店和汽

车修理厂也进入忙碌的季节。采访中，很多 4S店
的服务经理告诉笔者，和节前一样，春节后第一周

通常是汽车维修、保养的高峰期，排队做保养不再

是新鲜事。

节后汽车扎堆“疗养”

春节长假于上周三结束，自驾回老家或出

游的人已陆续返回。因春节高速公路免费通

行，假期里车辆使用更加频繁，路途中小刮擦

也偶有出现，我市不少 4S 店都出现了私家车保

养忙。

“一些车子磕了碰了，刮掉漆了，当然更多的

车是跑了长途后送来保养。春节过后这几天，我

们维修部每天进场的车子非常多，有些没有预约

的就要排队。”某高端品牌车 4S店市场部一名工

作人员告诉笔者。

今年春节期间，市民陈先生在老家过年，又带

着妻儿到周边游玩了一趟，但路上车多，不小心与

其它车发生了碰擦，汽车后保险杠被撞得变了

形。“大年初三，我就打 4S店电话预约，赶快把车

修好了，我才能放心。”陈先生说。

除了保养、维修的车子，还有一些汽车并没有

什么明显的问题，车主为了图个安心，特意开到店

里做个“体检”。

去年年底买了新车的车主邓先生说，春节

期间，他开车去了外地老家，出门前已经做了

保养，但不到 10 天，就跑了几千公里路，虽然没

有出任何事故，考虑到车辆高强度运转，沿途

路况不算好，毕竟是新车，还是做个全面检查

比较放心。

事先预约节省时间

按照往年的经验，年后的一段时间内，几乎所

有的 4S店和修理厂都将排起长队。如何避免排

队现象？采访中，多家 4S店的服务经理表示，车

主一定要事先预约，这样既节省了车主的时间，又

可以让 4S 店对车辆进行合理安排，加快车辆维

修、保养完成的速度。

“现在所有的 4S店都有预约服务，车主只要

提前打个电话，工作人员便会告知车主确切的来

店时间，车主也好安排自己的事情。”一名 4S店的

服务经理告诉笔者，春节长假结束后，很多车主都

习惯性地把车开到 4S店或者修理厂做检查和保

养，导致节后 4S店或者修理厂出现排队现象。一

般情况下，过了正月十五，这种情况才会逐渐得到

缓解。

据悉，大多数车主节后到 4S店都是为了做一

次长途行车后的车况检查。长途旅行之后，机油、

冷却液、制动液损耗较大，因此要及时补充。

业内人士也表示，车子一般有一定的保养期

限，如果春节前做过保养，或驾驶距离不远，节后没

必要急着去扎堆保养。

正月十五后避开扎堆

据了解，按目前各大汽车 4S店的预约情况，如

果春节期间并没有跑长途，也没必要节后凑热闹去

做保养，最好等到正月十五之后再去 4S店。

对于车辆保养，售后人员也提醒大家，日常

保养并不复杂，车主也可以自己检查一下车辆的

情况，机油和冷却液是不是少了，轮胎气压是不

是充足，这些凭肉眼就能看出来。例如，可以自

己拔出机油尺，看看机油液面是否在机油尺的上

下刻度之间。另外，长途归来后，自己要先清洗

一下车辆，然后检查一下车身，看是否有被石子

或树枝剐蹭过的痕迹，这些需要及时处理，防止

氧化生锈。 （高翔）

汽车1月销量:牛！
新年刚开始，国内车市就报喜。乘用车市场

信息联席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1 月，国内狭义

乘用车销量实现“开门红”，达到 216 万辆，同比

增长 25.7%，是过去十年中的第二好表现。其中，

新能源汽车销量的高增速成为车市“开门红”的

重要推力。

●开门红，销量增。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车市增幅不错：1

月汽车总产销同比增长 34.6%和 29.5%。此外，多家

汽车企业近日也发布了 1月销售数据，一些企业增

长甚至超 30%。

其中，高档豪车销售比较火，国内生产的豪华

车销量完成 32.9 万辆，同比增长 58.2%，继续保持

增速领先。1 月，高档车销量同比增长 44%，环比

增长 21%。乘联会指出，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就

地过年”的民众消费购买力较强，推升高档车市场

发展。如奥迪品牌 1 月销量同比大增 35.8%；奔驰

E 级、GLC 等车型 1 月销量分别为 2 万辆左右，势

头非常猛。

以蔚来、理想、小鹏为代表的造车新势力表现

也可圈可点。

●新能源车市场批发销量高增长。
新能源车的高速增长则成为 1月的亮点。新能

源乘用车批发销量 1 月达到 16.8 万辆，同比增长

290.6%。乘联会分析，当前新能源市场正呈现出愈发

明显的马太效应。1月，新能源乘用车销量前五的车

企上汽通用五菱、比亚迪、特斯拉中国、上汽乘用车和

长城汽车销量均突破万辆，且增速全部达到三位数；

其销量之和占到细分市场总销量的 58%，较去年同期

提升 10个百分点。在本应是销售淡季的 1月，新能源

乘用车批发量环比仅下滑 20%左右，远好于预期。

●预测：今年有望正增长。
乘联会预计，2021年车市将呈现“前高后低”的

走势，全年销量有望恢复正增长。也有业内人士指

出，虽然 1月车市高开，但数据含金量不足，全年销

量增长压力仍不小。

中汽协表示，对全年销量增速保持 4%的预

期。业内表示，若今年国家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

消费环境进一步优化，车市有望迎来平稳增长。

（阿辉整理）

阿辉跑车

在城市配送运输的过程中，轻卡极具优势，但是出

入一些限宽限高场景灵活性不高。而介于微卡与轻卡

之间的小卡，不仅拥有较高的灵活性，还不怕限高、限

宽，因此成为了城际配送用户的新购车选择。

顺达小卡,作为一款基于特定场景打造的车型，小

巧灵活、高承载、大动力，城配运输新选择。整车车长

5.4米，宽度 1.93米，高度仅为 2.04米，可以灵活地穿梭

在城市社区、狭窄街道以及限高、限宽等路段，甚至轻

松驶入限高 2.1米至 2.3米的地下车库，非常适合商超

配送等特定场景，且停车方便，普通停车位即可。另

外，江铃顺达小卡轴距仅为 2.8 米，转弯半径仅为 5.5
米，驶入窄巷也不用担心转弯、调头。

江铃顺达小卡的车型小，但是其装载能力一点儿

也 不 弱 ，装 载 力 达 到 2 吨 ，再 加 上 搭 配

3700mmx1850mmx380mm栏板式货厢，能够轻松满足农

产品、建筑材料、商超配送等运输需求。

江铃顺达小卡优势众多，但售价亲民，仅7万多元起

步，是城配运输过程中不可错过的优选车型。 （李清）

江铃小卡，城配运输新选择

●知识链接：

爱车保养全攻略
◎检查车身外观及漆面。外观包括车身表

面和我们所能看见的全部部件。虽然听起来比较

复杂但事实上非常简单，比如经过长途高速行驶

后，车身漆面是否有损伤(由于高速行驶难免碰上

路面弹起的小石子，对漆面造成损伤)，这时检查

的方法就是把车冲洗干净，然后围着爱车绕上两

圈并及时发现受伤的部位。

◎检查轮胎。轮胎是否磨损过度也是能够通

过肉眼去判断的。在经过长途行驶后，有些车轮

胎会出现明显的伤痕、磨损过度或“外伤”，这时

候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我们可以选择换上备用

轮胎并尽快到附近的 4S 店进一步检查。此外，经

过长时间颠簸，轮胎的定位有可能会失效，这时候

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车辆会出现跑偏、跳动，如果发

生这样的情况也需要到4S店进行检查。

◎检查发动机油液。长途驾驶过后，防冻液

和机油的缺失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如果忘记了以

前添加机油的标号，这时候切莫盲目添加新的机

油。正确的做法是明确原机油标号后再选择相同

标号进行添加，当然如果车辆保养期限快到了，

那就索性把原机油放干净然后加入新的机油。

而如果防冻液的液面过低，注意识别清楚普

通的发动机防冻液和长寿命型发动机防冻液，切

莫混合添加。

◎检查发动机舱内部件。对于发动机舱内

“空气滤清器”，如果您假期所行驶的路途中灰尘

太多，取下空气滤清器进行检查也是十分必要

的。吸附过多的灰尘，会造成发动机内各个部件

的磨损，或发动机进气不畅，从而导致动力下降。

（网上车市）

1月狭义乘用车市场零售情况

轿车
MPV
SUV

新能源车
合计（前三项）

总批售量（万辆）
105.5
11.5
99
15.5
216

同比增长
28.8%
17.2%
23.6%
274.5%
25.2%

1月厂商零售销量前十
一汽大众 23.2万辆

上汽大众 16.6万辆

上汽通用 15万辆

长安汽车 14.8万辆

吉利汽车 14.6万辆

东风日产 12.4万辆

长城汽车 10.9万辆

通用五菱 10.4万辆

东风本田 9万辆

广汽丰田 8.7万辆

▲数据来源：中国汽车流通

协会汽车市场研究分会、乘用车

市场信息联席会

行业资讯

综合信息

●本栏目信息不是发生经济关系之法律依据，请需方认真
考察后签订正式合同，产生后果责任自负。

●热线：0797-8222685、8272836
●地址：赣州市八一四大道60号

（赣南日报社大院内）

清算公告
江西省赣州市水文局（江西

省赣州市水资源监测中心）（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12360000491016305F）拟 向 事 业

单 位 登 记 管 理 机 关 申 请 注 销

登记，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刊登

之日起 90 日内向本清算组申

报债权。

联系电话：0797-8121832
特此公告

江西省赣州市水文局
2021年2月23日

减资公告
赣州金能民爆器材专营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700792809667N），经股东会

决议，拟向公司登记管理机关

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伍佰万

元人民币减少为捌拾万元人民

币，请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提出

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请求。

特此公告
赣州金能民爆器材专营有限公司

2021年2月23日

遗失声明
▲康宝芳、严青珠遗失赣州

恒卓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江西省

国家税务局通用预收款收据第一

联，发票号码为：01570403，发票

代码为：136001627301，声明作废。

▲赣州市章贡区民政局 2017
年 4月 10日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为：51360702MJD088877U（赣州市

章贡区汽车租赁行业协会）社会

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副本遗失，声

明作废。

受赣州市农资总公司委托，定于 2021 年 3
月 5 日 15 时 ，对 位 于 章 贡 区 青 年 路 7 号 的 20
间临街店面进行有底价公开招租，起租价 80
元 /平方米 /月，租期 3 年（店面具体情况详见

招租资料）。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 2021年 3月 5日 12时
报名、招租地点：章贡区青年路 7号院内三楼
咨询电话：8209087/13361771365

赣州市金赣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2月23日

店面招租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