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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车 市 热 点

服 务 百 姓 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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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鑫·奇瑞汽车杯”第三届鹤壁车市之星

金牌车商

鹤壁财鑫奇瑞汽车

4S

店

鹤壁新纪元雪佛兰汽车

4S

店

鹤壁鹤海别克汽车

4S

店

最具魅力畅销车型

福特福克斯

奇瑞瑞虎

比亚迪

S6

雪佛兰科鲁兹

广本雅阁

福仕达新鸿达

别克凯越

现代悦动

广汽丰田凯美瑞

金牌维修技师

金牌维修技师 王守建

金手套维修企业

鹤壁市财鑫小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鹤壁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汽车维修分公司

鹤壁市开发区太行汽车修理厂

鹤壁之星博世汽车维修站

鹤壁市鹏达汽修厂

鹤壁市广源汽车维修中心

鹤壁市海波汽修厂

鹤壁市宏业汽车修配

鹤壁市恒运汽车维修

最耐用的电动车

喜德盛电动车

新大洲电动车

奥斯电动车

最受市民信赖的驾校

鹤壁市东岭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

鹤壁市公交机动车驾驶培训学校

鹤壁市鑫运机动车驾驶培训学校

鹤壁市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

淇县交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

无欺诈守信用车租赁

河南金基汽车租赁鹤壁分公司

鹤壁豫华汽车服务公司

最具发展活力的车美容车装饰

火鸟汽车生活馆

非常车饰

富豪汽车装饰总汇

扬扬车饰

最安全车型

福特蒙迪欧致胜

五菱宏光

由鹤壁日报社和鹤壁市汽车商

会主办的第三届鹤壁车市之星评选

活动，于今年上半年经广大市民投票

评出了 2011 年度的鹤壁车市之星。

以上“车市之星”诚信度高，品牌

影响力强，能够提供优质服务。 敬请

广大市民到以上“车市之星”处购车、

修车、租车或进行车美容、车装饰，以

便让您放心消费。

鹤壁市汽车商会

繁荣汽车产业

助力鹤壁经济

鹤壁市汽车商会热烈欢迎与汽车行业有关的商家入会！ 会长服务热线：13938001002

部分理事单位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以上理事单位诚信度高，品牌影响力强，能够提供优质服务，在市民中有着良好的口碑。 热烈欢迎广大市民到以上理

事单位购车、修车、租车或进行车美容、车装饰，以便您得到更多的超值服务，同时也欢迎您对以上理事单位进行监督。

鹤壁顺达尔福特 4S 店

鹤壁万祥奇瑞 4S 店

鹤立亚飞公司（比亚迪汽车）

鹤壁鹤骏广汽本田 4S 店

鹤壁鹤海北京现代 4S 店

鹤壁鹤海别克 4S 店

鹤壁新纪元雪佛兰 4S 店

新世纪汽贸

鹤壁市永兴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鹤壁市创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鹤壁市开发区大众轿车修理厂

淇鑫汽车装饰服务

河南金基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鹤壁分公司

非常车饰汽车服务专业店

13603925541 或 3319162

同一款车型， 为何油耗不一

样？

新区孙先生来电：他和朋友的汽车是同一

个品牌、同一款车型，但自己汽车的油耗却比

朋友的多，他想问这是怎么回事？

孙先生， 鹤煤汽修分公司总经理裴广华

说，看油耗多少，主要看车的状态和驾驶两方

面。 就车况而言，要看燃油系统、火花塞、轮胎

气压状态等是否正常。 在驾驶方面，如果保持

高速且匀速行驶，油耗就较低。 在平坦路面、高

速路面、宽敞路面等行驶，油耗也较低。 遇上拥

堵、地面凹凸、沙石较多的情况，由于低速行

驶，车辆扭力较大，油耗就较高。 此外，如果您

喜欢急刹车或猛踩油门，油耗会更高。

■

晨报记者 许燕琴

踩离合器踏板时，有轻微的吱

吱声怎么办？

新区张先生来电：最近他在踩离合器踏板

时，会出现轻微的吱吱声。他想问，如果不去 4S

店，自己动手怎么解决？

张先生，鹤壁市鹏达汽修厂总经理未伍鹏

说， 离合器和变速箱之间由一根拉线连动，拉

线由于长期摩擦会产生吱吱声。 如果您不想去

4S 店，可以自己在拉线位置涂抹一些润滑剂试

试。

■

晨报记者 许燕琴

排气管冒白烟，冷车时严重，热

车后就减少，是什么原因？

新区常先生来电：近段时间，他发动汽车

后，发现排气管冒白烟，冷车时严重，热车后就

减少了。 他想问，这是什么原因？

常先生， 太行汽车修理厂总经理路波说，

在冬季或雨季汽车初次发动时，常常可以看到

排气管冒白烟，这是正常现象。 因为外界温度

低，排气管排出的气体温度高于外界，就会产

生白烟。 待发动机温度升高、车辆运转正常后，

白烟就会减少。

■

晨报记者 许燕琴

明年 1月 1日起，机动车行至斑马线

不礼让行人将被记 3分并罚款

晨报讯 （记者 许燕琴） 12 月 24 日，

记者在街头采访看到， 不少行人过马路时

需要和机动车“赛跑”。 对此， 市公安局交

通管理支队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 《机动

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 (公安部第 123

号令 )将于明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规定中，

机动车行至人行横道， 不按规定减速、 停

车 、 避 让 行 人 将 由 记 2 分 提 高 至 3 分 。

“明年起市交警部门将对车辆不礼让行人的

现象进行处罚。 但机动车遇到行人有翻越

护栏、 闯红灯等违法行为的， 不列入‘车

不让人’ 处罚范畴。”

新规：“车不让人” 最高罚款 200

元，并记 3 分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于本月发布了《公安

部令第 123、124 号一百问》，其中表示，人行

横道线是保障行人安全通过道路的交通信

号， 行人在人行横道线上有特别的通行权

利。《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机动车行至人

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

人行横道时，应当停车让行；机动车行至没

有交通信号灯的道路时， 遇行人横过道路，

应当避让。 否则对驾驶人处 20 元以上 200

元以下罚款，并记 3 分。

对于此次《公安部第 123 号令》提高了

“车不让人”记分分值，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

队有关部门负责人认为，这一方面是保护行

人安全， 另一方面则是促使司机文明驾驶，

提高自身素质。 对此，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

队有关部门将严格按照规定， 于明年 1 月 1

日起，对遇行人通过人行横道时不停车让行

的机动车给以处罚。

释疑：如遇行人交通违章，机动车

不列入“车不让人”处罚范畴

对于“车不让人”将受罚一说，也有不少

司机提出质疑。“行人乱穿马路的行为也不

少，若车子遇到行人过马路就要停车，不仅

耗费时间，还会造成交通堵塞，究竟怎样才

算避让行人？ 如果行人违章了该咋办？ ”出租

车司机马先生说。

“行人相对于机动车属于弱势交通参与

者， 因此机动车驾驶人在驾驶机动车时，在

任何情况下发现行人横过道路， 都应当避

让。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有关部门负责

人称，“车让人” 是指在有交通信号灯的路

口，指示机动车的交通信号灯显示为左转绿

灯、右转绿灯或黄闪灯，而指示行人的信号

灯也为绿灯时，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斑马

线时应主动停车让行；在没有交通信号灯的

路口或路段，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斑马线

时也应主动停车让行。

而对于行人违章，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

队有关部门负责人说，根据相关规定，对于

行人有翻越护栏、闯红灯、翻越道路隔离设

施的将处以 50 元以下罚款。 因此，机动车如

果遇到行人有翻越护栏、闯红灯等违法行为

的，不列入“车不让人”的处罚范畴。

（线索提供：汪春）

上海大众全新桑塔纳全面接受预订

晨报讯 （记者 许燕琴 文 / 图）12 月

23 日下午，上海大众全新桑塔纳品鉴会在鹤

壁豫光上海大众 4S 店举行。 据了解，两个小

时就订出去 9 台车。

“拥有桑塔纳，走遍天下都不怕。 ”该店

市场总监王利伟介绍，全新桑塔纳搭载了上

海大众汽车全新设计的 1.6L 与 1.4L 两款发

动机，通过外观造型、内饰设计、驾驭享受、

智能科技、德系安全、安心体验六大方面的

全面升级， 满足不同消费者的购车需求，为

社会新中坚力量带来务实而饱含魅力与品

位的价值之选。

“全新桑塔纳从里到外都已经不是我们

记忆中方方正正的老款车型了。 ”准车主安

先生说，全新桑塔纳的外形设计已经完全找

不到“普桑”和志俊的影子。 家族化前脸与新

朗逸等车型设计 十 分 相

似，相比上代车型，其更能

符合新时代人群的审美 。

其中新车的整车流线平滑

规整，设计风格朴实，也比

较耐看， 非常适合家庭用

车。

“想 购 车 的 客 户 交

1000 元订金即可，1 个月

左右就可以提到车。 ”王利

伟说， 全新桑塔纳的价格

区间是 8.49 万元至 12.38

万元，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

到店赏车试驾。

上海大众全新桑塔纳闪耀亮相。

新福克斯，护航幸福生活

□

晨报记者 许燕琴

王先生今年 35 岁， 自己经营了一家小饭

店，今年 6 月份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辆车———

福特新福克斯汽车。

“我从小生长在农村，18 岁以前没有坐过

汽车，汽车一直给我一种神秘奢华的感觉。 ”12

月 25 日， 车主王先生对记者说， 对许多人来

说，第一辆车也许它不如奔驰华丽、不如法拉

利疾速，但是在心中却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

“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2009 年我开了一

家小饭店，也如愿组建了家庭，有了自己的宝

宝。 对于我们这个三口之家来说，新福克斯就

是家里的第四个成员，不管是上下班还是一家

人自驾游、外出购物，都离不开它。 ”王先生说，

他觉得新福克斯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实用”。

首先，它的空间非常大，不管是驾乘空间还是

载物空间，完全能满足各种用车需求。“上次我

们家买了个冰箱，居然也顺利装进去了。 ”

再者，它的品质很好。“有了家庭、孩子，感

觉身上的责任就更加重了，买车的时候，安全

是我考虑的首个要素。 新福克斯是百年品牌福

特的明星车型， 对于它的性能品质我十分放

心。 ”王先生说，在安全性能上，新福克斯各种

主被动安全配置应有尽有，车本身的操控性也

很好。“近年来流行‘经济适用’这个词，这个词

用在新福克斯身上最合适不过了。 ”

汽车·生活系列报道———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

私家车犹如旧时王谢堂前燕，现在纷纷飞入

了寻常百姓家。

汽车不仅是代步工具，更是我们流动的

家。 如果您和您的爱车之间有难忘的故事，

请 拨 打 电 话 3319162， 或 发 邮 件

25027066@qq.com 告诉我们，让大家与您一

起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