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奥迪Q4 e-tron是基于纯电
MEB平台打造的一款纯电豪华
SUV。外观设计上，四环奥迪车
标采用平滑表面处理；日间行车
灯，可以进行个性化设定，以矩阵
式LED数字化呈现效果，进行动
态灯语的表达。车身具备大量黑
色装饰条，突出奥迪Q4 e-tron
的运动感和科技感。

侧面采用双腰线设计，拥有
短悬长轴的比例，也符合MEB纯
电平台的特性。尾部造型同样比
较简洁，利用贯穿式尾灯，深色的
后包围等，有效地分割了车尾的
视觉层次。尾部设计，中间是三
维立体的贯穿式尾灯，灯腔里还
以奥迪的小logo进行点缀，下方
是包覆感很强的下包围。尾部设
计层次感鲜明，科技感和运动感
十足。行李箱装载空间达到520

升，打开下层盖板，可以
延展储物空间。

方向盘造型独特，外
面是六边形中网，车内是
运动式六边形的平底方
向盘，触控按键非常多。
中控换挡区域的设计，搭
载了 11.6 英寸的中控
屏。座椅造型更加运动
化，打孔真皮材质，上方有e-tron
标识。遮阳帘和天窗的开启方式
是滑动式的，照明是感应式的。后
排坐垫厚度和填充物都很舒适，后
排照明灯也采用感应式点亮。

动力方面，Q4 e-tron有三
种动力版本，分别为 35/40 e-
tron 和 50 e- tron quattro，其
中 最 先 推 出 的 是 50 e- tron
quattro四驱版，其前后电机功率
分别为80和150kW，峰值扭矩分

别为162和310Nm，0-100公里/
时加速为6.2秒，与之匹配的是77
千瓦时的三元锂电池，最长续航里
程605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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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一个冬天的行驶，车主
在换季时更要及时发现潜在故障，
防患于未然。张春方告诉记者，一
般在车辆到达保养期限后，修理厂
家都会进行检修。比如，检查制动
液、机油、刹车油，底盘是否有漏

油、漏水，轮胎气压、磨损状况等。
与此同时，张春方提醒车主务

必加强对汽车故障灯的了解。如果
发现有红色指示灯亮起，必须尽快
停车，这意味着车辆某些功能出现
了故障，必须要去专业的维修店进

行检修后才能上路行驶；如果出现
黄色指示灯，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同
样要尽快去检查，以免造成安全问
题；另外还有一些绿色、蓝色的指示
图标，这些都是功能指示的作用，谈
不上故障灯，大家应对此多多熟悉。

本报讯 为更好地维护消
费者权益，3月15日，江南环
球港举办“提升质量 守护民
生 促进消费”3·15大型现场
互动活动。

本次活动旨在通过系列
服务品质升级举措，强化消费
权益保护，推进消费纠纷在线
解决，将纠纷化解在源头，为
顾客营造安心的购物环境，让
消费者能消费、愿消费、敢消
费，激发消费潜力，促进消费
增长。

据了解，江南环球港自开
业以来，就把消费者权益放在
首位，呼吁所有合
作伙伴坚守诚信经
营的原则。为此，
江南环球港制定了
服务承诺制度、顾
客服务标准规范和
投诉机制，确保消
费者放心消费。同
时，江南环球港积

极探索旅游+商业、体育+商
业、科技+商业、教育+商业等
新型业态，积极挖掘经营的新
元素、新模式、新领域，推进商
业+各业态的新空间和新热
点，进一步提高消费者幸福感
和获得感。

作为全市首家全商圈承
诺单位，江南环球港为推进
线下七天无理由退货制定了
具体的工作方案及部署，建
立并完善各项工作制度，全
面履行管理职责，提升管理
水平；积极宣传创建氛围，加
强员工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学
习，持续收集消费者对商场
服务的意见和建议，接受广
大消费者的监督。

本报讯 3月14日，“高效
物流 价值首选”华菱S11/X9
区域上市活动在常州举行，来
自汉马科技、当地物流协会以
及众多客户代表，共同见证了
华菱S11/X9重卡携乘用化
风潮引领长三角干线物流进
入“高效”模式。

据了解，华菱S11/X9是
远程新能源商用车赋能汉马科
技后，在全新平台上推出的两
款新产品。这两款产品聚焦年
轻一代用户需求，强化高效、安
全、智能等核心性能，率先开启
了国内重卡乘用化先河，推动
了国内重卡高端化发展。

为满足干线物流的高效
需求，华菱S11/X9分别配备
了560马力的康明斯和汉马
发动机，与之匹配的分别是带
有液力缓速器的采埃孚AMT
和法士特手动变速器。充沛
的动力储备让华菱S11/X9在
各种场景下都能游刃有余，并
且整车通过轻量化设计和空
气动力学的优化，让油耗也保
持在理想状态。同等状况下，
华菱S11/X9的油耗较同类产
品可降低5%，经济性突
出。

在长途干线高效运
输中，确保路中的人、车、
货安全才是首位。华菱
S11/X9在主被动防护上
表现出色，驾驶室满足欧
洲ECE R93碰撞法规，

并配备有LDW车道偏离预警、
FCW前碰撞预警、BSD盲点监
测、TPMS胎压监测、DMS驾
驶员疲劳监控、爆胎应急安全
装置等一系列的辅助监控功
能，全面保障车辆行驶中安
全。车内能监测CO及CO2浓
度，并适时自动开启空调新风
系统，用户还能通过远程App
随时关注到车辆周围的情况，
实现车辆全天候监控。

此外，为确保用户高效运
输、全程无忧，针对华菱S11/
X9汉马科技推出了定制管家
式服务保障方案，开通技术支
援和应急配件双绿色通道，呼
叫中心实行全过程管理，实现

“一分钟响应，一小时到位，一
天闭环，竣工后回访”。

当天，通过现场签约+线
上开抢的形式为新车造势，获
得了较多卡友的关注，共有
20台远程新能源搅拌车、20
台华菱M7牵引车、10台远程
H7E电动牵引车以及5台华
菱S11/X9牵引车顺利签约。

此次华菱 S11/X9 的到
来，将为陆路运输需求旺盛的
常州以及周边市场注入全新
活力，并将改变长三角干线物
流市场格局。

“机械美学”是天宁吾悦广场
的一家高端汽车养护店，店长俞峰
正在检查一辆汽车的空调。他对
记者说，随着气温升高，汽车空调

的使用频率增多，
要尽早对空调进行
检查。

俞店长介绍，如
果一年以上没有清
洗过空调，应该趁此
时对汽车空调进行
清洗杀菌。汽车的
空气过滤相当于人
的鼻子，是空气进入
发动机要经过的第

一道关卡。春天的空气中含有较多
的灰尘，很容易造成汽车部件堵塞，
这时发动机就会出现不易启动、无
力、怠速不稳等症状。建议春季汽

车的空滤最好在2000公里就检查
一次，这样对发动机是有好处的。

另外，春季雨水的增多会让
雨刷的使用频率也增多，因此对
它的检查保养要更加细心到位。
俞店长提醒车主，注意一下雨刷
在工作中是否有震动和异响，检
查不同速度下雨刷是否保持一定
速度，观察刮水的状态以及刮水
支杆是否存在摆动不均匀或漏刮
的现象。这些故障出现，都意味
着雨刷叶片有损坏。若叶片老
化、硬化，出现裂纹，就应及时更
换，更换叶片的工作并不复杂，可
以自己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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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花开，勿忘给爱车做个全面保养
■记者 周静
图片由被采访对象提供

奥迪Q4 e-tron 超A感受的真纯电豪华SUV

近期随着气温升高，早晚温差
较大，大风、降雨等天气也随之而
来。我们除了自身要适应天气的变
化外，经过了一整个冬天的爱车也
同样需要认真的检查、保养，避免安
全隐患。日前，记者走访了我市汽
车维修协会和部分汽修店，请专业
人士为读者介绍保养注意事项。

春季气温升高、空气湿度增
加，是各种病菌繁衍生长的季节。
市汽车维修协会专家团团长张春
方告诉记者，在季节转换之时，对
私家车来说最重要的是保持车内
卫生。

张春方说，冬天很少开窗通
风透气，车内积聚了大量细菌，春

季细菌容易滋生，此时对车内进
行消毒很有必要。可以给汽车

“蒸个桑拿”，通过高温蒸气把空
调通风口、座椅、内饰等处的污渍
清除，同时也去除车内异味。他
还提醒车主，如果自己动手对汽
车内饰进行清洗时，一定要用中
性的洗涤液，不要用含有较强酸

碱性的物质清洗。此外，天气转
暖雨水也会增多，雨水中的酸性
成分对汽车的漆面具有很强的腐
蚀作用，在进行换季保养时，可进
行一次漆面养护，主要方法有打
蜡和封釉，打蜡是最简单最便宜
的办法，封釉虽然花费高但是效
果好并且持久。

车内消毒有必要

空调检查要趁早

故障灯千万不要大意

华菱S11/X9登陆常州
引领长三角干线物流进入“高效”模式
■记者 周静

■记者 周静 余奕珺

营造放心“买买买”环境

江南环球港
为消费者权益“保驾护航”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