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政答疑

降雨渐增

“桑拿天”稍有缓解

昨天，最高气温30.2℃，较前日有

所降低， 凌晨成都普遍降下的一场阵

雨帮了大忙。今天白天，多云间阴有分

散的阵雨或雷雨，局部地方大雨。之后

两天雨势逐渐增强，局部地方有暴雨，

最高气温稍有降低，“桑拿天”感觉也

会有所缓解。

成都商报记者 王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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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过事故的车辆

不享受免检

车检新政公布以来， 受到社会各界

广泛关注， 但部分车主仍对新政举措存

在误读。

误读一：

只有今年9月1日以后新购买的私家车

才能享受免检政策， 最好等到新政实施后

再买车。

正解：

2010年9月1日以后注册登记的

符合条件的车辆都享受免检政策， 您不用

等9月1日以后再购车。

误读二：

只要是新买的私家小型车都可以享受

免检政策。

正解：

新买的私家小型车有3种情形不

享受免检政策：

第一种， 部分车型不享受免检。6年内

免检政策适用车型包括非营运轿车（含大

型轿车）、非营运小型和微型载客汽车，但

面包车、7座及7座以上不属于免检范围。

第二种， 发生过事故的车辆不享受免

检。6年内新车发生过造成人员伤亡的交通

事故的，也不享受免检政策。

第三种， 购车后长期未登记的不享受

免检。自车辆出厂之日起，超过4年未办理

注册登记手续的，也不享受免检政策。

卢学民 成都商报记者 锁千程

实习生 孙敏

新规免检政策

9月1日起，全省2465333辆汽车享受6年免检政策

免检≠彻底不管

每2年申领一次检验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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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七夕情人节，各大商家纷纷推出情侣套
餐及爱侣专享，为有伴的男女们带去节日的甜
蜜礼遇。而上海通用汽车雪佛兰品牌，则以为
年轻爱侣量身打造的精品家轿爱唯欧，携手百
合网在成都凯德广场发起两场“超级闪约”活
动———以“快速约会、闪电约会”的方式，为与
节日“绝缘”的单身男女们打造“结缘”平台。
本次活动吸引了约600位期待七夕“放手

去爱”的单身年轻人参与。与此同时，新爱唯
欧七夕的“超级闪约”还同步在青岛、郑州两
地举行，总体规模逾1800人。活动现场，4辆雪
佛兰新爱唯欧颇为抢眼，精致大气的设计彰显
着轻松易驾的优异性能。车旁，陌生男女们通
过车内寻宝、展车问答、车主秀等“闪约”任
务，迅速打破了初识的紧张。紧接着，“放手去
生活”环节精彩上演———在限定的2分钟里，
男女4人须在新爱唯欧车内完成一圈的位置轮
换。活动过程中，参与者们手脚并用，你拉我
帮，在体验新爱唯欧宽适空间的同时，也在密
集的肢体接触中慢慢升华着奇妙的化学反应。
“这样的闪约方式特别适合年轻人，不像

传统的相亲活动那么刻板，一点儿也不拘
谨！”在场的章小姐表示，“就像一些年轻朋
友坐在一起交流做游戏，轻松又好玩。”而此
时，“超级闪约”的重头戏如期而至———男女
相向而坐，进行简短沟通，数分钟后由男生移
位，进入全新的一轮。与普通的“闪约”不同
的是，雪佛兰新爱唯欧还提供了充满爱意的
私密车内空间，在桌上难以启齿的爱慕、在
“闪约”中来不及表达的好感、在嘈杂的现场

没能够静下心来说出口的真心话，只要举手
示意，统统可以进入“只你共我”的新爱唯欧
里卸下心理防线，一同放手生活，放手去爱。

除此以外，丰富的互动抽奖、微信集赞环
节，也为参与者们带去了购车基金、礼券等实
用好礼，让七夕节的甜蜜锦上添花。秉持着雪
佛兰“年轻创·造”的品牌理念，新爱唯欧为
即将或刚刚步入家庭生活的年轻爱侣度身打
造，而在活动中结缘的男女们，或许也将迎来
共筑爱巢的美满生活。 (

刘丽娜
)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雪佛兰家族成员全新爱唯欧，很幸
运见证了这次七夕情人节的“闪约”，现场的
浪漫与欢乐，让我难以忘怀；而能够促成这么
多美满的姻缘，更是我的荣幸。

我是为精品家轿而生，也是为年轻人而
生。我来自通用汽车全球小型车平台，是雪
佛兰在小车市场上首款运用全新家族设计
语言“令人心动的造型设计（Design With a
Heartbeat）”的上市车型，在同级车里面，大
家都夸赞我“大气、动感、精致、运动”。经过
全新配置的我，加上了与镀铬上进气格栅高
度一体化的全新动感大灯、仿扰流板的动感
车尾等多处设计，展现出超越同级小车的精
致品质和高价值感；尾部新增了中部向外舒
展的横向线条，使得我作为一款大空间精品
家轿的车尾视觉宽度进一步增加，更显大
气；内饰方面我也新增了充满未来感的悬浮
式太空仪表板设计、高质感内饰原材、同级
罕有的7英寸触摸显示屏、车内21处大容量
人性化储物空间……相信，我的各处设计巧
思，都能令憧憬未来的年轻家庭拥有更具品
质的车内生活。
其实，对于年轻爱侣来说，一台内功扎

实、轻松好开的车才能真正为温馨浪漫的家
庭生活“提速”。我高刚性的车身、精心调校
的悬挂、稳定厚实的高速感受，甚至随心所欲
的凌厉加速性能，都使我在同级别小车中
“出类拔萃”。喜欢运动的朋友注意了，我可
是全系标配EPS随速转向系统，带来低速轻
松、高速稳定的转向手感，这在A级车上并不
是随处可见。作为一款7万元级别的入门车
型，EPS搭配纯正欧式的底盘调校，以及超越
同价位车型的15寸轮胎，都为刚刚扬帆起步
的年轻爱侣带来高品质和高价值比的购车选
择。当然，我还采用6速手自一体变速箱配置，
平均换挡速度低于1秒，配合1.4升及1.6升E-
COTEC DVVT发动机，带来平顺的切换感
受和细腻充沛的动力输出。

喜欢智能科技的朋友们也很幸运，在这
个领域里，我是一款配备了雪佛兰全新智能
车载互联系统MyLink的聪明车，在我的中控
台嵌入同级仅有的7英寸超大高分辨率触控
屏，整合了USB等多介质接入多媒体播放、蓝
牙电话通信、车载Siri免视以及智能语音导航
等丰富功能。在为年轻家庭“安全”定制上，我
的安全配备同样是360度无死角。基于通用全
球车型安全和结构设计理念，采用BFI一体化
结构，车身超过64%的部位由高强度钢材构
成，应用同级车型中独一无二的全框式副车
驾，且前后保险杠均采用了“双保险”设计，这
些都为整车安全搭建了扎实的“地基”。当然，
我 也 全 系 标 配 了 高 版 本 四 通 道
ABS+EBD+CBC系统，使车辆在紧急情况下，
可以实现最迅速的制动和稳定的转向性能。
同时，我有一个特别惊喜的消息想告诉

大家，雪佛兰推出“毕业购车季”金融购车方
案，只须最低首付1.8万元，半年0利率，便可
轻松拥有作为精品家轿的我。

“未来的品质生活，只你共我”
———精品家轿爱唯欧的心声

七夕“闪约”
与雪佛兰爱唯欧一起放手去爱

根据《四川省加强和改进机动车检验工

作的实施意见》， 我省的机动车检验改革主

要有4项工作。 一是推动安检工作社会化，自

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应对检验资格申请

做出决定；二是清退公安、质监等政府部门举

办的安检机构， 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及其子女

配偶不得开办车辆安检机构； 三是规范检验

行为，强化安检机构主体责任；四是建立公开

监管制度，严处违规行为。此外，今年10月底

前，一等车辆管理所辖区内具有2条以上汽车

检测线的安检机构， 要使用省公安厅交警总

队研发的机动车检验预约系统软件实现预约

检验；12月底前，在全省各地全面推行。推行

预约检验一律不得另外收取费用。

今日尾号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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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空气质量预报

今日良

（据成都市环保局官网）

成都

今/阵雨转多云

23℃～32℃ 偏北风1-3级

明/阵雨转阴

24℃～31℃ 偏北风1-3级

兑彩票

●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联

销 “排列

3

和排列

5

”第

14208

期

排列

3

直选中奖号码：

778

， 全国

中奖注数

6144

注，每注奖金

1000

元；排列

5

中奖号码：

77889

，全国中奖注数

87

注，每注奖金

100000

元。

●

“超级大乐透”

电脑体育彩票

14090

期开奖结果：

02+03+

20+23+28 06+08

。一等奖

60

注，每注奖金

5182460

元；一等奖（追加）

60

注，每注奖金

3109476

元 ；二等奖

69

注 ，每注奖金

117087

元；二等奖（追加）

21

注，每注奖金

70252

元。

滚入下期一等奖奖池奖金

439724222.58

元。

●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云贵川

联 销 “ 天 天 乐 ” （

22

选

5

） 第

2014208

期开奖结果：

01

、

06

、

19

、

20

、

04

。一等奖

0

注，单注奖金

0

元。

●

中国电

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

3D

”第

2014208

期

开奖结果：

241

， 单选，

11237

注， 单注奖金

1000

元，组选

3

，

0

注，单注奖金

320

元，组选

6

，

27046

注，单注奖金

160

元。

●

中国电脑型福

利彩票全国联销“七乐彩”第

2014090

期开

奖结果： 基本号码：

22

、

14

、

10

、

16

、

25

、

06

、

30

。

特别号码：

29

。特别奖

0

注，单注奖金

0

元。一等

奖

0

注，单注奖金

0

元。二等奖

6

注，单注奖金

43066

元。奖池累计金额

1808798

元。（备注：以上

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看天气

昨日，省公安厅、省质监局联合召开四

川省加强和改进机动车检验工作的实施意

见新闻通气会，公布了“新车6年免检”等新

政在四川的实施意见。 今年9月1日起， 全省

2465333辆汽车将享受6年免检政策。

A.

实施时间———试行非营运轿车等车辆

6

年内免检政策从

2014

年

9

月

1

日（含）起实施。

注册登记日期在2012年9月1日（含）之后

的车辆，可以适用免检2次的政策；注册登记

日期在2010年9月1日（含）至2012年8月31

日（含）之间的，由于已检验过1次，可以适

用免检1次的政策；注册登记日期在2010年8

月31日之前的，仍然执行原检验规定。从车

辆出厂之日起， 超过4年没有办理注册登记

手续的，6年内仍然按照原规定上线检验。

B.

适用车型———

6

年内免检政策适用车

型包括非营运轿车（含大型轿车）、非营运小

型和微型载客汽车， 但其中面包车、

7

座及

7

座以上车辆不属于免检车型。

凡发生过造成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的免

检车辆，6年内仍然按照原规定每2年检验1

次； 属于免检范围的车辆注册登记超过6年

后， 仍然按照规定每年检验1次； 超过15年

（含15年）的，仍然按照规定每年检验2次。对

不符合6年内免检条件的小型、 微型载客汽

车，通过信函、短信、电话等方式告知，提醒车

主按规定办理检验业务。

7座及7座以上车辆

不属于免检车型

调整免检车辆申领检验标志程序，对

6年内免检车辆，每2年申领一次检验标志

时，机动车所有人应将涉及该车的道路交

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处理完毕。

此外，自2015年1月1日起，省内登记

的除大型客车、 校车外的其他机动车，可

以在省内任一具备检验资质的安检机构

检验，申领检验合格标志，不再需办理委

托手续。受理地安检机构不得以任何理由

拒绝、推诿、刁难异地来检车辆。

已实施在用车核发环保标志的市

（州）的机动车到没有实施的市（州）进行

异地安检而没有进行环检的， 车辆驶回原

籍地后，应当主动申请进行环保检测，领取

环保标志。今年9月1日起，对6年内免检车辆

同时免予环保检验。

6年内免检车辆 可免予环保检验

政府工作人员

及其子女配偶

不得开办车辆安检机构

各地推行周六、节假日（中秋、国庆、

春节除外）安检机构不停休制度。周六、节

假日工作时间为09:00至17:00。鼓励有条件

的安检机构利用流动检测线深入农村、边

远山区等地开展摩托车等上门检验服务。

推行安检机构以电话、短信、邮件等方式开

展验车时间、方式提醒服务。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截至7月底，全

省机动车保有量为12867918辆，汽车保有

量为6301554辆，享受“6年免检”政策的

汽车有2465333辆。今年9月1日起，符合免

检政策的车主， 可直接前往各交警分局、

大队违法处理服务窗口办理申领检验标

志业务。

增添检验便民

周六节假日不停休

核心

提示

制图 吴青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