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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规实施近一月，4S店维保业务受影响，价格比2年前降2成

在外维修不当，仍会影响三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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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首日广州降小雪
暖男韩庚开“时光机”送游子回家
1 月 24 日，2016 年

的春运第一天。 从这一天
开始，上亿中国人有一个
共同的主题———回家。 据
统计，今年春运全国旅客
发送量将达到 29.1 亿人
次。 由于人数众多，春节
回家充斥着拥堵，而年轻
人回家后整天玩手机或
仍然沉浸在职场中的角
色与生活方式，忽视了与
父母的亲密交流。 在寒冷
的广州，有一辆神秘的时
光机，据说可以同时解决
这两个问题。

飞机场现“时光机”
韩庚化身帅“机长”

1 月 24 日，春运第一天，广州迎来 55 年来
最冷的一天，当天的气温只有 1°C，更降下了
有史以来的第一场小雪。寒冷的天气，让习惯了
温暖的广州市民都选择在家呆着， 然而在广州
五号停机坪却聚集了一群人， 吸引他们的是一
辆创意巴士。

该巴士外观特别，车身印有“庚子”，“韩小
七”等乳名，内部还布置了童年经典玩具及人物
装饰。让人惊讶的是，这辆巴士的机长是当红艺
人韩庚，而韩庚认真纠正了记者的说法，说这不
是巴士，而是他的“乳名时光机”。

韩庚现场带大家参观了他的“乳名时光
机”，并表示“时光机”不但能带乘客火速回
家，还能通过“乳名”这个普遍的童年印记，
让乘客“重回小时候， 找回孩子的单纯快
乐”。 而这也是怡宝“带着乳名回家”活动的
出发点：希望更多人春节回家之际，丢下工作
中的身份和标签，不要再忙于工作、玩手机，
而是更多陪伴父母。

带着乳名回家
春节更多纯真快乐

据工作人员介绍，时光机上的 10 名乘客通

过网络招募而来，拥有不同的社会标签，他们都
是从外省来广州打拼， 有 90 后创业者、IT 码
农、外企设计师、互联网广告人等。 撇开形形色
色的标签，此时此刻，他们的共同身份是游子。
而这次新颖的回家方式也为他们的春节回家之
旅带来新的体验。能乘坐“乳名时光机”回家，他
们显得既兴奋又开心。在韩庚的带领下，游子们
进行了撕掉标签的乳名宣誓仪式， 承诺带着乳
名回家，拾回那些年与父母的单纯亲密。

乘客黄阔幽， 还在时光机上成功与父母视
频连线，他表达了自己即将归家的喜悦。小黄来
自湖南益阳，是一名 90 后创业者，他告诉记者
自己已经 1年没回家了。“平时跟爸妈只能电话
联系，这次我坐上乳名时光机，想到很快就能见
到他们就很激动。 ”“虽然这些年我陆陆续续被
取了很多的外号， 但只有乳名能让我回忆起当
年的纯真快乐，尽管今天广州特别冷，但我心里
却十分温暖。 ”

当天，视频弹幕网站 bilibili 于现场进行了
网络直播，吸引了数万名网友同时观看。 据悉，
这次活动只是一个开端， 怡宝还将同步联合滴
滴顺风车， 在春运期间向更多游子免费提供乳
名顺风车，希望他们能像“乳名时光机”活动所
期待的那样，带着乳名回家，回归纯真，陪父母
好好过年。

“双福”战略告捷 长安福特 2015再攀新高峰
2015年中国车市整体行情疲软， 仅靠四

季度的小排量车购置税减半稍稍扭转了悲惨的
市况。长安福特在这一年仍然保持了逆势上扬，
除了 SUV“三剑客”翼搏、翼虎、锐界战功赫赫
外， 在中级车市场攻坚克难的福克斯、 福睿斯

“双福”兄弟作为战场先锋，更是功不可没。
以最新出炉的销量数据看，12 月福睿斯

销量为 25021 台， 福克斯销量为 24289 台。
2015 年全年度，长安福特的中级车总销量超

过 44万台。 此外，长安福特中级车所占的市
场份额为 6.8%左右，比去年 5.6%左右的份额
有所上涨。 考虑到不断萎缩中的中级车市场，
长安福特的“双福”战略以月销近 5 万台的战
绩宣告大获成功。

“双福”战略在中级车市场已成功破局，
而这归功于长安福特对中级车市场精准的洞
悉和把握， 而这仅仅是长安福特全面发力的
一个开端。

理财通登陆微信“红包”界面 彻底打通红包入口
1 月 20 日，腾讯理财通已正式登陆微信

“红包”界面，实名用户拆开微信红包时，可以
用红包金额一键申购理财通货币基金。 此举
意味着微信红包与理财通彻底打通， 实名用
户微信“钱包”的“零钱”除了用于线下支付场
景、收发微信红包外，还可以一键申购理财通
上各支理财产品，轻松让红包增值。

实名用户在拆开金额不少于 100 元的红
包时，会发现在金额下方新出现了文字链，苹
果手机用户显示为“理财通，赚钱不仅是靠手
气”，安卓手机用户则为“你的红包可增值，点
击查看”，点击直接进入“零钱理财”，一键申
购货币基金。

目前可购买的三款货基是易方达基金易理
财、汇添富基金全额宝、华夏基金财富宝，近 7
日年化收益率分别为 3.6%、3.314%、3.272%，专
业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好买财富计算的 1 月
19 日近一年年化收益率分别为 4%、3.99%、
3.94%，均位列各类现金宝类产品前五。

据规则， 用户买入后的下一个交易日开
始计算收益。 而零钱理财赎回分为快速赎回
和普通赎回，快速赎回 15 分钟内到账，如果
普通取出，当天仍有收益，T+1日到账。因此，
用户可酌情考虑，留存一定的现金在“零钱”
内备用支付。

据研究， 除了收到的红包可以直接申购
理财通，“零钱”一键理财通的入口还包括“微
信 - 钱包 - 零钱”和“微信 - 钱包 - 理财通
-零钱支付”两种路径供选择。 据腾讯官方数
据，2016 跨年期间， 微信红包收发量再创历
史新高。 仅跨年夜当天，微信红包收发总量达
到 23.1亿次，是去年除夕的两倍多。

业内专家指出，微信红包入口至少可以为
理财通撬动数亿用户，理财通资金保有量和用
户数有望借助红包入口优势破新高。公开数据
显示，理财通用户已经突破 3000 万，资金规
模超 1000亿，已上线货币基金、定期理财、保
险理财、指数基金四大类多款理财产品。

礼遇触手可及 长安福特 SUV家族岁末送福
刚刚过去的 2015年，由福特锐界、福特翼

虎、 福特翼搏组成的长安福特 SUV家族的市
场表现十分抢眼。其中，福特锐界和 2015款福
特翼虎均保持了数月零售销量破万的成绩，福
特锐界更以高达 11,181 辆的 12 月零售销
量， 一再刷新其所在的中大型 7座 SUV细分
市场的单月销量纪录；同时福特翼搏亦保持着
稳定销售态势，累计销售突破 20万台。

能够在竞争日趋激烈的 SUV 市场中取
得如此突出的市场表现， 一方面得益于福特
深厚的 SUV 底蕴，另一方面，长安福特 SUV

家族强劲的“T”动力性能、众多丰富的智能科
技配置、 卓越的 SUV 性能等共有的产品优
势，大幅增强了整体市场竞争实力，成为其掌
握市场主动权一大利器。

时至岁末年初，为了让更多消费者享受到
长安福特 SUV家族卓越的用车体验， 福特翼
虎、福特锐界、福特翼搏均推出一系列优惠购车
方案，优惠力度空前。不仅全系尊享低利率甚至
“0”利率的购车金融优惠，福特翼虎 1.5L 车型
和福特翼搏更能享受购置税减半政策。 更多的
优惠活动，请咨询当地长安福特授权经销商。

4S店维修人员在为媒体展示车辆的环车检测。（资料图片）

极寒天气来袭， 家庭用
电量激增。家中供电线路有
没有老化，是否存在安全隐
患？近日，湖南首届“互联
网+机电产业” 高峰论坛在
长沙举行， 作为本次论坛的
亮点，“互联网+水电服务
站”的模式亮相，市民如果有
需要水电检测维修服务，只
需要通过APP“快乐修”发送
一条微信， 半小时内就有工
作人员上门服务。

“互联网+水电服务站”
模式创始人肖先美介绍，将

商品销售的O2O模式植入到
水电维护维修行业实现跨界
经营，“用户只需缴纳168元
的服务年费， 便可享受用水
用电计量检测、电压测试、漏
电开关检测、 节水节电方案
设计等全年多项免费检测和
上门免工时费维修服务，大
大节省了开支。” 肖先美表
示，“互联网+水电服务站”
模式的上线， 能够有效地解
决百姓家中因电线老化、电
器使用不当引发安全事故的
民生难题。 ■蔡平

1月25日，湖南吉盟实业
集团在长沙举行新闻发布会，
宣告集团正式挂牌成立。据湖
南吉盟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欧特锋介绍，吉盟实
业集团于2016年1月19日在湖
南省工商局注册成立，注册资
金1亿元。 集团下辖湖南吉盟
财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湖南

省吉盟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湖南吉盟超市管理有限公
司等八家子公司。 主营业务涵
盖财富管理、 资产管理和互联
网金融等多个领域， 是一家集
房地产、连锁超市、电商、三农
产品、物流和投资管理为一体
的大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蔡平 潘海涛

今年1月1日，《交通运输部
关于修改〈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
的决定》（以下简称“新规”）正式
实施， 其中规定质保期内在外保
养维修，不影响三包。近日，记者
通过咨询长沙多家汽车4S店发
现，新规实施近一个月，或多或少
地影响了本地4S店进店维保率，
与此同时，本地4S店的维保价格
比2年前也降了近两成。 值得注
意的是， 虽汽车三包与4S店脱
钩，但汽车在外维保引发故障仍
会影响三包。

本地4S店维保价格已降两成

虽新规要求， 汽车三包政策
不得再绑定车主在4S店进行维
保， 但多名4S店相关负责人受访
时均表示，如果汽车在外维修时人
为处理不当引起的故障，仍将无法
享受三包，尤其是发动机和变速箱
方面的质保。比如在外加了假机油
导致发动机故障，在外更换零配件
导致车子性能改变等情况。

“新规或多或少会影响4S店
的到店维保率。” 长沙某4S店售
后经理卢尧介绍，“现在4S店的
维保价格与外面维修店的差距
越来越小。” 卢尧介绍，2年前4S
店的维保价格最高可能比外面
修理店要高出50%，但现在4S店
的价格普遍降了两成。

本地汽车维保市场或迎洗牌

近年，国家不断在汽车销售、
售后等环节完善相应法规。 这不
仅直接冲击了4S店市场，降低了
消费者的维保成本， 更重要的是
对整个汽修市场进行合理规范，
促其健康发展。“相比4S店，一些
路边汽修店的生存恐怕更难。”某
资深业内人士表示，4S店的售后
客户早在几年前就开始流失，现
在留下来的大多是忠实客户，新
规对一些没有资质的路边店冲
击更大。他预测，未来两年，本地
社会维修保养店将进入洗牌期，
一些没有资质、 没有雄厚资金支
撑的路边店，或将迎来倒闭潮。
■见习记者 胡锐 实习生 徐予情

湖南吉盟实业集团正式挂牌

水电维修也可以O2O了
“不在4S店进行维修保养，也

要选择具有正规资质、 口碑比较
好、符合国家要求的机动车维修机
构。” 长沙某4S店售后经理谭颖表
示，正规的社会维修保养店都建有
完善的车主登记资料， 维修时间、
更换零配件、维修技术以及维修跟
进人等信息都有详细记录。

另外， 车主在外头维修保
养结束后， 记得索要维修合同
（托修单）、维修项目、质量检验
单、竣工出厂合格证（副本）等，
并妥善保存。申请三包时，需将
维修清单提交给车企与4S店。

记得索要并保存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