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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二手车为何卖不动？？

新能源二手车为何卖不动？
“跟心理价格差距太大了，感觉
卖废铁一样。”日前，新疆乌鲁木齐车
主陈先生想把自己开了两年的新能
源车卖掉，当他到二手车市场询问
后，着实不敢相信：
“ 目前，新能源车
风头正劲呢，市场保有量也越来越
大，
怎么就不值钱了呢？”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汽车保值率
报告显示：第一批新能源车已进入二
手车市，但因智能技术发展快速、里
程衰减、配套设施不完善、政策变化
等因素影响，新能源汽车的二手车残
值较低，其二手交易活跃度较差。据
了解，纯电动车三年后卖不到原价的
30%。电动车贬值太快，二手车交易
成了大问题。

二手车市场“卖不动”
“我只能给你估算下，收不收得
看车子的情况。”日前，记者在乌鲁木
齐二手车交易市场，以想出让新能源
二手车为由接触了多名车商。一部
三年前购买价格在 13 万左右的国产
品牌新能源车，只能估到 3 万多元。
而一辆 13 万元购买的燃油车，三年后
仍能卖到 11 万多元。
2018 年尽管车市整体表现不佳，
但尚处于成长期的新能源汽车却逆
势上扬。然而记者采访发现，与传统
燃油车相比，新能源二手车的残值
（在合理使用年限内剩余的使用价
值）特别低。
“最保值的电动汽车是进
口的高端车型，三年后也就卖个半
价 ；自 主 品 牌 ，开 一 年 基 本 就 是 四

折。
”
一位车商表示。
“新能源二手车并不好卖，二手
车商一般不会收的。”一位中介人士
表示，使用 2 年到 5 年的新能源汽车，
安全隐患比传统燃油车更大，维修保
养的成本也更高，
市场不看好。
记者搜索二手车网站发现，一部
跑了 2 万公里的自主品牌的新能源
车，挂牌价为 2.7 万元，相当于当时补
贴后售价的 23%。
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汽
车保值率报告称，2018 年 12 月份，3
年车龄的进口车型、合资品牌国产车
型、自主品牌国产车型的平均保值率
分别为 63.5%、63.9%和 57.4%。与此
相比，考虑到三电系统、补贴政策和
产品更新换代等因素，3 年车龄的新
能源二手车保值率仅为 47.5%。

认可度较低

“新能源汽车值钱的是电池，而
开两三年后，电池也要更新了，所以
二手车不好卖。”上述车商表示。一
辆电动汽车，电池成本几乎占整车的
70%～80%。而目前的技术还无法解
决电池随着充放电次数的增加、电池
容量衰减的问题。
目前按照我国的标准，电动汽车
电池容量低于 80%就达到了报废标
准。国产电动汽车最多上千次，也就
是说一般情况下用 3 年~5 年，电池就
差不多达到报废标准了。业内人士
指出，买新车享受政府补贴，更换电
池是没有的，所以二手电动汽车更换
电池的费用，甚至会比车价更贵。
据了解，在消费者心中，新能源

乘用车并没有形成广泛而统一的认
知和认可。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秘
书长罗磊表示，目前新能源二手车市
场暂不成规模，大部分家庭的新能源
车还没到需要更新的阶段，难以支撑
起价格体系。
“放眼望去，目前自主品牌的新
能源汽车品牌度都不高，老百姓自然
不认可，好比数十年前自主品牌的传
统燃油车二手市场也很低迷。”福州
海峡二手车市场相关人士表示。
有分析认为，新能源汽车正处于
技术创新的初期，
技术的不断迭代，
使
得新能源汽车的换代速度快。每隔一
两年，新款电动汽车的综合性价比就
将比老款高出很多，
老款快速贬值。

建立行业流通标准
为了更好地推销产品和解决消
费者的后顾之忧，一些电动汽车厂商
会推出回购、置换等政策，以特斯拉
为例，三年的 ModslS 如果行驶里程不
超过 6 万公里，厂家会以 50％的车价
回购车辆，前提是购车时必须贷款。
一些自主品牌也推出了回购政策。
虽然厂家的回购政策会在一定
程度上解决消费者的后顾之忧，但由
于没有相关法规，所以回购价格和政
策都是厂家各自独立制定，消费者只
能被动接受，作为一种营销手段，更
是无法保证它的持续性。
在福州，一些商家推出“回购保
值”服务。当车辆使用 3 年后且行驶
里程在 6 万公里以内，接到消费者的
回购申请后，厂家将以客户购车时成
交价的 50%回购车辆。在业内人士
看来，
“ 保值回购”并不是件容易的
事，将给车商带来沉重的资金负担。
商家发布 3 年回购计划，作为营销噱
头的可能性更大。
业内人士指出，目前新能源二手
残值率过低，并非成熟的汽车产品流
通现象，要解决新能源车二手市场的
流通问题，政府相关部门要牵头制定
新能源二手车流通的行业标准，不仅
要稳定价格，还要保障消费者权益，
以促进行业健康稳定发展。此外，还
要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电池回收利用
体系，构建成熟的新能源汽车二手车
评估体系。
（来源 人民网）

脸色黄黑先疏胃经

尿结石睡前不喝牛奶
泌尿结石包括肾结石和尿路结
石。人在睡眠中处于平卧位，尿量减
少，尿中各种有形物质浓度增加，此
时尿液处于浓缩状态。牛奶中含钙
较多，肾结石中大部分都含有钙盐。
结石形成的最危险因素就是尿中钙
离子浓度在短时间内突然增加。饮
牛奶后 2~3 小时，正是钙通过肾脏排
出的高峰，如此时正处于睡眠状态，
尿液浓缩，水分减少，钙通过肾脏排
出较多，故易形成结石。
建议肾结石、尿路结石的患者，
如
需要喝牛奶，可在晚上临睡 4 个小时
前或白天饮用。此外，不要选择高钙
牛奶。结石的预防需要针对结石成分
和代谢进行个体化评估，如尿酸性结
石患者不宜喝豆浆。结石患者最佳饮
品就是白开水，
且应大量喝，
此外还可
多喝柠檬水。
（来源 健康网）

除湿不能靠吃辣发汗
不少人认为，四川、湖南、重庆等
地的人爱吃辣，是因为这些地方气候
潮湿，吃辣能发汗祛湿。
中医认为，湿气大多与脾的运化
有关，跟出汗关系不大，所以中医更多
的是强调健脾利湿。湿气重的人群日
常可适当吃点茯苓、陈皮、红枣等温补
食材；平时多汗、反复感冒的气虚患
者，可吃山药和大枣等补气的食物；胃
口不佳的人可吃山楂等开胃食物，以
（来源 人民网）
改善食欲。

手机拍照，已经是我们日
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就我个
人而言，如果不是工作需要，
出去旅游一般并不会带上专
业的设备，而是仅仅带上一部
手机就可以了。要知道，满满
一包摄影器材，会严重影响你
的旅行体验，相比之下，手机
想拍就拍，只要对参数稍加调
整，同样可以拍出非常漂亮的
照片。
今天就给大家说一下，手
机如何拍出好看的照片。
打开手机，我们可以看到
各种模式，
大光圈、
夜景、
人像、
拍照、录像、专业、更多……部
分是相机给我们的预设，跟单
反上面的预设模式基本一
致。我们直接进入“专业”，画
面就豁然开朗了。
如果有一定摄影理论基
础的朋友，一眼就看明白了，
这里有各种我们常用的参数，
除了曝光三要素（光圈，快门，
ISO）以外，还可以选择测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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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色黄而黑，身体疲乏，脾气也时
常暴躁易怒……中医将这些症状归纳
为
“身体有毒素”的信号，平时不妨多
疏通胃经。
取穴时，屈膝沿髌骨向下循按，摸
到胫骨，距胫骨外侧边缘一中指宽处
就是足阳明胃经小腿部的循行线。髌
骨下方的韧带外侧凹陷处是犊鼻穴，
自犊鼻向下约一掌是足三里穴，再向
下一掌为上巨虚穴，再下一掌为下巨
虚穴。具体做法是：自犊鼻沿胃经循
行线自上而下点按足三里、上巨虚穴、
下巨虚穴，通畅小腿气血。反复做 10
次后换另一条腿重复此动作。
（来源 快乐老人报）

调好这些参数
你的手机秒变单反

四类药物不能随意停服
易产生停药反应。
易产生停药反应。
β 受体阻滞剂 作为常用的降血压
药，它是高血压患者初始和长期使用的药
品之一。
品之一
。 比索洛尔
比索洛尔、
、美托洛尔
美托洛尔、
、普萘洛尔
等都是这类药的常见品种，在冠心病和心
等都是这类药的常见品
力衰竭的治疗中也有广泛应用。
日前，某医院用药咨询中心接待了一
长期应用此类药物不宜骤然停药，否
位老年患者，他遇到的问题可能很多人都 则可能引起药物反跳作用，并使冠心病患
经历过。患者查出高血压，服药一段时间 者引发心绞痛和心梗。此类症状一般在
后，他觉得头不晕了，血压也不高了，就把 停药后 12 小时至 72 小时后出现，部分患
药停了。这一停，他的头晕、心悸症状比 者在停药后数天才会发生。因此，如有必
之前还厉害。药师分析后得出结论：患者 要停用β受体阻滞剂，停药过程至少应持
是因为停药太突然，才导致头晕、心悸。 续两周，每两天至三天剂量减半，停药前
因为他所服药物中有β受体阻滞剂，该药 的最后剂量至少持续 4 天。
不能突然停服，
特别是在长期使用后。
镇静催眠药 此类药品无论使用还
当我们长期应用某些药物时，身体适 是停药，都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需
应了药物的作用，突然停药就会出现病情 数周至数月时间。常用的减量方法是，逐
或症状反跳、回升，疾病加重等现象，这就 步减少夜间用药量和变更连续治疗为间
是“停药反应”。长期应用可致停药反应 歇治疗。不要突然停药，因为有可能引发
的药物，应采取逐渐减量的办法来达到完 潜在的失眠反弹和严重的精神症状。
全停药的目的。生活中，有几类常见药物
肌肉松弛药 即解除肌肉痉挛的药

品，常见的有巴氯芬、乙哌立松等。这类
药要从小剂量开始服用，然后根据服用效
果，可逐渐小剂量增加，直到疗效满意为
止。在开始服用阶段，需要密切监测潜在
的不良反应，然后对剂量进行调整。停止
治疗须在一周至两周内逐渐减量，以避免
停药反应。
抗抑郁药 很多人认为抗抑郁药长
期吃会对大脑不好，或是上瘾，所以在病
情改善后就擅自停药，这是不对的。抑郁
症的治疗分阶段，第一阶段是急性期治
疗，一般能在 3 个月内完成；第二阶段是
维持期。维持期内有可能降低药物剂量，
逐步在一年到两年之内结束治疗。世卫
组织推荐，抑郁症仅发作一次，症状轻，间
歇期长（5 年）者，完成急性期治疗后，可不
维持治疗；多次复发（3 次）及有明显残留
症状者，则主张长期治疗。对于再次发作
风险低的患者，医生会根据具体情况在数
周内逐渐减量，停止治疗后随访。
（来源 人民网）

养生堂

简单几招祛除“过劳臭”
“ 累 ”成 了 越 来 越 多 人 挂 在 嘴 边 的
词。最近有研究发现，过度疲劳的人，身
体会发出一股臭味，俗称“过劳臭”。对于
注重健康的人，应把“过劳臭”看作立刻休
息的信号。
疲劳时身体会发臭 为什么会出现
这种现象？因为人在健康状态下，肝脏会
分解身体处理蛋白质时产生的氨，被分解
的氨会随着尿液代谢掉。如果人长期处
在疲劳状态，肝脏会疲惫不堪，分解氨的
能力减弱，残留在体内的氨随着血液流窜

到皮下，只能跟汗一起排出，就会形成一
股刺鼻的臭味。即便天天洗澡，也可能难
以消除这股特殊的味道。
简单几招消除全身疲劳 当“过劳
臭”发出疲劳警告，不妨放下手边的事情，
做做这些动作。
眼睛酸痛，打个哈欠。打哈欠可刺激
泪腺分泌泪液，缓解因干涩而引发的各种
不适；犯困时多揉中指。中指指尖对疼痛
较为敏感，困倦时揉捏中指，能起到提神
醒脑的功效；胸闷时做扩胸运动。不仅可

以提高心肺供血氧能力，减轻肺部压抑
感，还能防止胸椎侧弯。
食物里有抗疲劳神器 平时因带孙
等过度劳累时，应加强营养。
用脑过度时，吃点坚果。核桃、开心
果等坚果以及三文鱼等深海鱼中富含欧
米伽 3 脂肪酸，能为疲劳的大脑注入能
量；肌肉酸痛时，吃点生姜、樱桃。生姜具
有消炎止痛的功效，能够缓解肌肉酸痛。
樱桃含有的花青素可促进血液循环，对消
除肌肉酸痛十分有效。

心脏和大脑更需要养护
很多人以为雾霾对呼吸道系统伤害最
大，其实不然。北京地坛医院心内科顾问
刘玄重教授说，雾霾天气对心血管疾病的
健康影响最大。国外有大型研究显示，在
重污染发生的当天，心血管病患者如果暴

露在雾霾天气中，
1 至 2 小时内发病会急剧
上升。雾霾天里应多吃些养护心脏的红色
食物。红色蔬菜有西红柿、
红辣椒等；
红色
水果有红苹果、山楂、红枣等；红色粮食有
红薯、
红豆等。另外，
雾霾对大脑的损伤也

很大，建议每天都吃些坚果，比如核桃、栗
子。核桃有补肾强腰健脑的功效，常食核
桃对慢性支 气管炎、肺气肿、哮喘病以及
动脉硬化、
高血压、
冠心病具有良好的辅助
治疗效果。
（来源 北京晚报）

式，曝光补偿，对焦方式，以及
白平衡，我们也可以对图片色
温进行调整，不得不感慨，这
手机的功能就是朝着摄影的
方向去发展的。
这里我按图上的数字，给
一些摄影小白罗列了每个功
能，大家可以对照来看。想学
摄影，完全可以从手机开始，
手机屏幕就相当于电子取景
器，调整起来更加方便。
1.测光方式：分为矩阵，
中央终点，点测光方式。
2.ISO：就是感光度，数值
越高噪点越多。
3.S：
快门，
可以凝固时间，
根据物体速度不同进行设定。
4.EV：曝光补偿，改变相
机的曝光值
5.AF：对 焦 方 式 ，其 中
AF-S 代 表 单 次 自 动 对 焦 ，
AF-C 代表连续自动对焦，MF
代表手动对焦。
6.白平衡：可以根据光源
类型选择合适的白平衡，也可
以对色温进行调整。
如果所有参数都选择
Auto 的话，那就是常说的傻瓜
拍照。我们也可以设置某一
样，例如设置快门速度，那么
相机会自动调整 ISO 数值，保
证曝光量处于正确数值。
在“更多”里面，还有一些
非常棒的功能，
例如流光快门，
延时摄影，
黑白相机等等，
拿流
光摄影来说里面又分为车水马
龙，光绘涂鸦，绚丽星轨，丝绢
流水，
而且都有图片说明，
对新
手真是相当的友好，无需设置
其他参数，现成的预设直接拿
来用。夜晚的车流，
光绘摄影，
星轨都不是问题，有兴趣的朋
友可以试一试。
新 手 小 白 ，如 果 想 学 习
摄 影 ，手 头 又 比 较 紧 ，完 全
可以从手机的专业模式开
始练习。
（来源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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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头摆对水果安神助眠
俗 话 说 ，药 补 不 如 食 补 ，食 补 不 如 睡
补。睡个好觉，是最舒适的养生方法了。
现代都市人常被失眠困扰，建议多闻闻
水果，这种气味养生的概念早在几千年前的
《黄帝内经》中就有所提及。
睡眠质量不好的人，可以在床头摆些安
神助眠的水果，还可放点橘子。中医认为，
橘子的香气可以化湿、醒脾、开窍。睡觉时
闻橘子的香味有安心凝气的作用，常用于安
抚沮丧和焦虑。还可以放点柚子皮，柚子皮
的香气通过嗅觉到达神经中枢，能消除大脑
疲劳，
舒缓心中烦闷。
最后，建议在床头准备一杯蜂蜜水。很
多老人在晚上睡觉时会容易口渴，如果起床
找水喝很可能难以再次入睡。之所以选蜂
蜜水，是因为蜂蜜有助睡眠的作用。另外，
睡眠不好的人可以吃几颗桂圆当夜宵，它也
有安神助眠的作用。
（来源 健康网）

肉蛋奶吃不够容易脱发
头发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如果饮食中
蛋白质不足，会引起脱发、头发干枯发黄、易
掉等问题。
如何保证蛋白质摄入充足？首先，
优质蛋
白来源肉蛋奶豆不能缺，
每天要吃1个鸡蛋、
1
包牛奶、40~75 克畜禽肉、40~75 克鱼虾肉、50
克豆腐干相当的豆制品；
谷物要吃够250~400
克，
因为谷物也是蛋白质的重要来源。
冬天，很多人喜欢戴帽子保暖。戴帽子
时，发际处的头发易受帽子压迫，所以戴帽
子的时间不宜过长。
（来源 健康网）

每种鱼都有最佳烹调法
鱼的鲜味与生俱来，辅以合适的烹饪方
法，能让它更美味。
腥味小，肉质细腻，相对刺少的江团、鲈
鱼、多宝鱼等最宜蒸制。土腥味大的鲤鱼、
鳝鱼、鲫鱼等适合红烧。鱼肉较嫩、肉多刺
少的鲶鱼、青鱼、鲢鱼等适合水煮，一般来
说，适合水煮的鱼也适宜烤制。刺多的小
鱼，比如小黄鱼、小鲫鱼等可以炸来吃。脂
肪少、蛋白质高、吸水率高、黏性大的品种，
比如青鱼、草鱼等还适合用来做鱼丸。
最后需要提醒的是，三高患者建议选择
蒸制或者其他少油盐的炖煮方式。
（来源 健康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