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扛起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两副重担

三部门：
推动优化汽车限购措施 稳住汽车消费
商务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
公厅、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23 日联合
发布了 《关于支持商贸流通企业复工营
业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针对
汽车行业，《通知》 中提出稳住汽车消
费，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要积极推动出台
新车购置补贴、汽车“以旧换新”补
贴、取消皮卡进城限制、促进二手车便
利交易等措施，组织开展汽车促销活
动，实施汽车限购措施地区的商务主管
部门要积极推动优化汽车限购措施，稳
定和扩大汽车消费。
此前，在商务部网上例行发布会

上，商务部表示将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出
台进一步稳定汽车消费的政策措施，以
减轻疫情对汽车消费的影响；同时鼓励
各地根据形势变化，因地制宜出台促进
新能源汽车消费、增加传统汽车限购指
标和开展汽车以旧换新等举措，促进汽
车消费。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其印发的
《关于有序推动工业通信业企业复工复
产的指导意见》 中也提出，要积极稳定
汽车等传统大宗消费，鼓励汽车限购地
区适当增加汽车号牌配额，带动汽车及
相关产品消费。
受疫情影响，中国汽车行业在 2 月

出现下滑。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
示，2 月份我国汽车产销量分别为 28.5
万辆和 31 万辆，环比均下降 83.9%，同
比分别下降 79.8%和 79.1%。其中乘用
车产销分别完成 19.5 万辆和 22.4 万辆，
同环比下降均超 8 成，且高于汽车产销
总体降幅。但中汽协方面也指出，随着
2 月下旬企业逐步复工、复产，3 月份前
十 天 的 销 量 下 滑 幅 度 已 收 窄
50%-60%，所以在现有条件下，预计 3
月中下旬数据将进一步改善。
（人民网）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

全国经销商综合复工效率为 60.79%
近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全
国经销商复工情况显示，综合复工效率
为 60.79%。
按经销商复工调研的范围和样本，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对会员单位及相关企
业进行了经销商节后复工情况当日调
研，涵盖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
河北、内蒙古、辽宁、山东、山西、陕
西、河南、安徽、湖南、江苏、浙江、
江西、四川、贵州、福建、广东等省区
市的 135 家汽车经销商集团，涉及 4S 店
共计 8458 家。截至 19 日 16 时，门店复
工率 92.8%，销售效率 45.3%，售后效
率 55.7%。

此外，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还透露，
受疫情影响，1 月-2 月豪华品牌授权网
点退出 21 家。
2018 年以来受多方因素的影响，中
国汽车市场进入了负增长时期。虽然汽
车市场持续低迷，但豪华品牌汽车销量
仍然保持稳定增长，投资人对于新增或
者收购豪华品牌经销店的热度依旧。截
至 2019 年底，豪华品牌网络占全国经销
商数量的 12%。
统计显示，2018 年 1 月-2 月新增豪
华品牌授权网点 72 家，而 2019 年同期
新增 62 家，2020 年同期新增 51 家，反
映出豪华品牌依然持续扩网，但网络扩

张速度有所放缓。
值得注意的是，受疫情影响，2 月
份上半月大部分经销商尚未复工，新车
销售几乎为零，下半月开始陆续复工，
豪华品牌授权网络也出现关闭或退网，
新增店面数量也在减少。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表示，由于 3 月
份开始境外疫情日益严重，欧美等多个
汽车工厂暂时关闭，对豪华车的供应将
会产生影响。需求刚开始有所恢复的豪
华车市场，又将出现部分车型供应不足
的问题。短期豪华车市场的波动，也将
加大经销商的经营风险。
(人民网)

网约车司机重新上路 打车软件下载量回升
数据分析机构 App Annie 最新发
暴发后一直出车，因此对北京地区网约
布的数据显示，在 2019 年 1 月 29 日至
车订单变化有直观感受。
2020 年 3 月 7 日期间，滴滴出行的每周
王继明说，在疫情暴发后他感觉“平
下载量呈现下降，降幅达到 75%，不过从
台单量比疫情发生之前少了约 80%到
趋势看下载量正在回升。
90%。”但由于北京地区出车司机也减少
网约车司机王继明表示自己所在的
许多，所以他接到的订单并未下滑 80%，
车队有 33 个人，以本地司机为主。包含
只是近两个月的收入较之前减少一半，
他在内只有两个司机在疫情期间一直出 “我每天都出车，平台对于活跃度高的司
车，而到了 3 月中下旬有 7 到 8 位司机已
机会有优先派单机制，还能弥补一些。”
经复工。
对于每天出车的王继明而言，已经
疫情之下，交通出行是受影响较大
习惯了公司在疫情下的准备工作。
“过完
的行业之一。人们在减少出行、避免聚
年公司对司机提出了防护要求，下发了
集，打车软件的下载量也受到了影响。
消毒液、体温计、手套这些用品，还给车
数据分析机构 App Annie 最新发
安装了隔离膜。”
布的数据显示，在 2019 年 1 月 29 日至
目前，滴滴网约车司机出车之前需
2020 年 3 月 7 日期间，滴滴出行的每周
要执行全车消毒、拍摄完整的消毒视频
下载量呈下降趋势，降幅达到 75%，不
上传给公司进行审核，以及全程佩戴口
过从趋势看下载量正在回升。法国的拼
罩和手套的措施。
车应用 BlaBlaCar 的每周下载量也呈
另一方面，在王继明看来，网约车司
现下降趋势，降幅达 65%。同时 Kaka机们没有完全复工，但复工人数上升了
oTaxi 和 Japan Taxi 在韩国和日本
一些。王继明表示自己所在的车队有 33
的每周下载量也分别出现了下滑。同
个人，以本地司机为主。包含他在内只
期，英国和美国市场的 Uber 在每周下
有两个司机在疫情期间一直出车，而到
载量方面并没有显著下降。
了 3 月中下旬有 7 到 8 位司机复工。
滴滴相关负责人表示，滴滴网约车
作为网约车司机，王继明能明显感
的复工率正在环比上升。从网约车司机
受到城市的复工率在增加，
“早晚高峰堵
反馈看，网约车司机和城市复工率也都
车已经相当厉害了。”不过王继明也表
在上升。
示，目前复工率还没达到顶点，
“ 因为订
王继明在去年 5 月加入滴滴成为了
单数量很明显，
订单恢复了四成左右。”
一位网约车司机，他告诉记者，他在疫情
在疫情发生之前，王继明一天能接

22 单，到了 3 月中下旬恢复至每天 10 单
左右。
从和乘客的交谈中，王继明发现目
前多个公司对于打车有报销。
“（乘客）现
在不大会选择公交、地铁，我接到的乘客
反映，公司鼓励乘坐网约车或者自己开
车上下班，如果自己开车报销停车费，网
约车能报销打车费”。
另一位北京网约车司机郭春波对第
一财经表示，从 2018 年 11 月开始专职做
滴滴网约车司机。疫情期间郭春波照常
出车，
直至 3 月初决定休息一阵。
从收入看，作为商务型专车司机，往
常郭春波一天的收入在 1000 元左右，如
今一天的收入在 500 元左右。郭春波表
示，
“订单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变化。现在
的订单都是北京市内上班打车，机场的
大活基本没有。”
郭春波表示，据他了解目前打车上
班的复工人员大多数都有报销，
“一些乘
客说公司能承担 80%的打车费。”
此外，作为自带车加盟的网约车司
机，郭春波的经济压力较小，他坦言租车
的网约车司机压力会更大，
“租车一个月
7000 元的租金肯定会出去跑，不过租车
公司也会给予一些帮助，比如有的公司
会减少一些租金，有的公司以 40 天计算
一个月的租金。”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

雨刮器如何使用寿命长？
文/ 张伟明 整理
汽车雨刮器在下雨天时能够刮
掉挡风玻璃上的雨珠，保证驾驶者
的正常视线。但是有些车主发现，
雨刮器不用多长时间就坏了，其实
并不是雨刮器的品质不好，而是我
们的使用和保养没有做到位。

一、雨刮器常见问题
1、带状条痕：没有找到雨刮
壁的最佳支掌点，导致雨刮胶条不
是每个部位都与玻璃充分接触；不
适当的臂杆压力或上部结构损坏，
甚至不适当的雨刮片都会导致此类
现象。
2、细水现象：当雨刮器刷过
挡风玻璃后，仍有小水滴贴在玻璃
表面，此现象为车腊、油渍或硅化
物黏附于挡风玻璃、胶条或雨刮片
本身质量所致。
3、雨刮扬升现象：当汽车高
速行驶时，因雨刮招受风力而上
扬，导致部分未被刮扫到，就有此
现象。
4、胶条硬化：由于日光直晒
和高温的直接变化，使雨刮胶条硬
化而失去弹性。
5、腐蚀或胶条磨损：气候不
佳、清洗产品使用不当或未达标的
胶条配方，会造成雨刮条边缘破烂
或完全磨损。
6、雾状条痕：一层油状的薄
膜随着雨刮使用而分布在挡风玻璃
上、通常是因为脏、污或车腊附着
玻璃而导致;雨刮胶条被车腊、油
污污染也有此现象。
7、“卡塔”声或刺耳的噪音：
发生雨刮不规则刮扫时，大都由于
胶条磨损、臂杆及支架损坏、胶条
老化变型所导致。在无润滑的情况
下，雨刮器刮扫干净玻璃时也会有
摩擦声。
8、胶条龟裂：胶条的使用本
来就有一定的寿命，经过冷热酸碱
的肆虐之下，硬化龟裂或剥落在所
难免，有的雨刮片会直接脱落于雨
刮臂上，若是品质不良的胶条，损
坏的时间会更快。
10、胶条污损：形成的原因大
多是长期囤积在雨刮上的油渍、车
腊的附着雨刮器会与挡风玻璃间产
生空隙而达不到完全刮水的作用。
当雨刮发生上述情况而不能及时解
决，您的雨刮就会进一步的恶化，划

（第一财经）

戴口罩 保护自己，对他人负责。
勤洗手 用流动的水和肥皂（液）洗手至少 15 秒。
不扎堆 不去人群密集的地方。
拒聚餐 不串门，不聚餐。
常通风 适时通风，注意保暖。
吃熟食 生熟分开，食物彻底煮熟。
禁野味 不食用野生动物。
早就医 出现发热、乏力、干咳等症状，戴上口罩到医院就诊。
勿恐慌 不信谣、不传谣。通过正规渠道，关注疫情报道。
莫轻视 人群普遍易感，不要轻视。

湛江日报社 宣

伤玻璃，进而会严重影响行车安全。

二、雨刮器使用误区：
1、干刮，这是使用雨刮器的
大忌。晴天使用雨刮器除去风挡表
面的灰尘，一定要喷玻璃水。刮拭
灰尘和蚊虫，一定要先喷玻璃水。
2、玻璃上油顽固、坚硬的污
渍，应该用手工清理一下，这些东
西很容易使雨刮片受伤，导致雨刮
刮不干净。严重的话，雨刮的电机
也会受到影响。
3、玻璃上如果沙子很多，有
条件的可以先用布清除，因为沙砾
在玻璃上会像砂纸一样打磨雨刷胶
条，对雨刷造成严重伤害，并且有
可能划伤玻璃。
4、洗车和日常打理雨刷时，
要拿雨刷片的“脊背”，放时轻轻
送回，不要“啪”的一下将雨刷片
弹回。

三、雨刮器的日常保养：
1、室外停车后立起雨刮
夏天的强烈高温很考验雨刮，
因为雨刮属于橡胶材质，长期如此
对材质造成较大损伤，失去变形和
弹性。所以每次停车时都要竖起雨
刮，以免雨刮粘在玻璃上，这样可
以有效地保养汽车雨刮。
2、正确清洗雨刮
砂粒会加剧雨刮磨损，藏在雨
刮与风挡之间，如果平时不注意清
洁的话，强硬使用的话，雨刮和挡
风玻璃的接触就会发生刮蹭，正确
的方法是清洗雨刮的时候，可以提
起雨刮，沿着胶带的方向进行清
洗，将其中的沙粒冲洗干净即可。
3、使用雨刮保护剂
使用胶条保护剂，保护剂通常
是清洁用品的附件，可以在提高润
滑度的同时增强弹性！有骨雨刷在
保养中更应该注意骨架处的清洗和
润滑。
4、不要用含氨的洗涤剂
常见的含氨洗涤剂是一般家用
洗衣皂或者其它家用清洁品，这些
都是引起胶条硬化的杀手，因此建
议使用车用洗涤剂。另外，需要注
意的是绝对不要混合使用不同的洗
涤剂，会产生腐蚀雨刷橡胶的化学
物质，不经意间又造成对雨刷的损
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