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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汽车政策的新动向新期待

新的一年已来临 !一些新法规新年伊始

付诸实施! 如汽车召回条例和最严交规等 "

有的可望在新的一年出台新规 !如家用汽车

产品的三包"有的规定虽实行但效果不甚理

想 !希望新年得以改观 !如公车采购自主品

牌汽车# 新年中 !我们期待汽车业能持续和

稳定发展!期待更多更节能更环保更安全的

汽车产品投放市场 !期待一个健康的汽车文

明生态#

!汽车召回"加大处罚力度

今年
#

月
#

日起实施的$缺陷汽车产品召

回管理条例%! 将缺陷汽车的召回延伸到商用

车!增加了&标识'和轮胎的内容!完善了对召

回的管理!更利于保障汽车产品的使用安全#

汽车召回条例的最大亮点!在于加大了对

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生产者(经营者不配合

产品质量监督部门缺陷调查!或生产者未按照

已备案的召回计划实施召回!或生产者未将召

回计划通报销售者!由产品质量监督部门责令

改正"拒不改正的!处
$%

万元以上
#%%

万元以

下罚款!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许可

机关吊销有关许可# 生产者违反条例!未停止

生产(销售或者进口缺陷汽车产品!或隐瞒缺

陷情况!或经责令召回拒不召回的!由产品质

量监督部门责令改正!处缺陷汽车产品货值金

额
#&

以上
#%&

以下的罚款!处没收违法所得!

情节严重的由许可机关吊销有关许可#

!史上最严交规"实施

今年
#

月
#

日起正式实施公安部
#'(

号

令)))*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由于

该规定大幅提高多项违规分值! 被称为我国

+史上最严交规,- 新交规旨在规范驾驶行为(

增强安全意识和预防交通事故-

+最严交规,对校车(大中型客货车(危险

品运输车等重点车型驾驶人的严重交通违法

行为!提高了记分分值- 将未悬挂或不按规定

装号牌( 故意遮挡污损号牌等违法行为的记

分!提高到
)'

分"将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

等违法的记分!提高到
"

分-

+最严交规,还要求学员掌握更全面的道

路安全知识和实用能力!加深对安全文明驾驶

知识的理解和应用- 路考项目增加到
#"

项!桩

考和场考合并!考试中用规划标线替换标杆-

燃气车不达!国五"禁上牌

今年
#

月
#

日起!生产(进口气体燃料点

燃式发动机与汽车的企业!应按国五标准要求

向环保部提出环保型式核准申请!并按时报送

环保生产一致性保证计划(年度报告以及车辆

识别代码.

*+,

/信息- 燃气汽车达不到+国五,

不能上牌- 对生产(进口(销售超+标,车辆的!

环保部会同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实施国五标准最突出的效益是降低氮氧

化物排放总量!与国四相比!单车排放氮氧化

物由每千瓦小时
(-.

克减少到每千瓦小时
'-%

克!氮氧化物排放降幅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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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车事故保险盲区消除

根据
'%)'

年
)'

月
)1

日国务院关于修改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决定!

修改并调整后的+保险条例,增加第四十三条!

自今年
(

月
)

日起施行-

对于+挂车不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

制保险,! 增加的第四十三条明晰了挂车事故

的保险处理! 消除了挂车事故保险处理的盲

区- 挂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

产损失的!由牵引车投保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

赔偿"不足的部分!由牵引车方和挂车方依照

法律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

汽车!三包规定"立法推进

历时
2

年多的汽车+三包规定,立法有了

新进展!*家用汽车产品三包主要零件种类范

围及三包凭证.征求意见稿/%于
3%)3

年底发

布征求意见- +意见,征求至今年
)

月底结束-

有关部门权威人士称!征求意见稿进一步修改

后!有望在
(

月份出台正式+规定,-

淘汰黄标车步伐加快

环保部于
3%)3

年底发布的 *

3%)3

年中国

机动车污染防治年报%认为!机动车污染已成

为我国空气污染的重要来源! 是造成灰霾(光

化学烟雾污染的重要原因-

该年报显示!占汽车保有量
0-.&

的国
+

前

标准汽车!其排放的主要污染物占排放总量的

/%-%&

以上!占汽车保有量
)"-/&

的+黄标车,排

放的各类污染物超过
..&

-

当务之急的首要措施! 是加快淘汰黄标

车- 环保部联合其他部委正在制定与之相关的

配套政策!由商务部牵头!环保部等部委参与

的黄标车报废标准的修改!可望在今年出台-

自主品牌寄望公车改革

工信部于
3%))

年和
3%)3

年分别发布*党

政机关公务用车选用车型目录管理细则 %和

*

3%)3

年度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选用车型目录%!

众多自主品牌车型入选! 业界为此拍手称快"

可只见雷声响!不见雨下来!公车改革停滞不

前!自主品牌汽车步履维艰-

新一年开春! 中央和地方政府将完成换

届!预计今年公务车需求将得到释放!行政事

业单位公务用车协议供货公开招标活动已经

启动!公车采购规模和数量有望反弹- 领导干

部(公务员带头换乘自主品牌汽车!将给人民

群众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有助于加快自主品

牌汽车的发展!迎来自主品牌发展的春天-

混动公交车推广到全国

财政部(科技部(工信部和国家发改委于

3%)3

年
0

月下发*关于扩大混合动力城市公交

客车示范推广范围有关工作的通知%! 混合动

力公交客车将从目前的
3.

个节能与新能源汽

车示范推广城市!扩大到全国所有城市- 新能

源龙头车企!以及在既有底盘技术上购置混合

动力系统的客车龙头车企从中受益"一批节能

减排效果显著(性能稳定的混合动力公交客车

产品! 由中标企业在非试点城市内进行推广!

目标
(%%%

辆至
.%%%

辆-

中央财政对相关单位购买混合动力公交

客车给予一次性定额补助!由生产企业在销售

时兑付给购买单位!试点企业可获补助最高
/3

万元
4

辆-

#新民$

中国豪车市场
留给二线品牌的机会还有多少

虽然近年来豪华品牌单车销售利润下降

明显! 但各大豪车巨头的热情并未因此减弱!

进入
'%)(

年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而且!值得

关注的是!除了奥迪#奔驰#宝马等一线豪华车

企扩张步伐将继续加速外!讴歌等在华表现疲

软的二线品牌也不甘示弱!争相推新车#调整

在华战略" 日前!更是相继发出了强烈的反击

信号!欲在中国市场寻求新的突破"

上周!讴歌正式宣布将加速在中国市场的

发展!计划今年投放更加迎合中国市场的小排

量车型!其全新旗舰车型
567

概念车的量产

车型年内也会在中国上市" 此外!

897

将在

今年全新改款$再看英菲尼迪!刚刚推出了%超

低首付专案&!凡购买
8

#

:

#

;7

及
<7

各系车

款的消费者均可享受低至
3%&

的超低首付#超

值零利率等金融方案!且该方案有
$

种个性化

分期支付选择$还有雷克萨斯!全新一代
+=

与

全新改款的
>?

特别版车型都将于今年引入

中国市场!同时在混合动力车型的投放上力度

将继续加大"

凯迪拉克
7?=

将于春节后上市!凯迪拉克

或将改变设计风格以迎合中国消费者的审美$

沃尔沃高层在不同场合多次表达了将加速在华

发展!其国产化进程也在紧锣密鼓的推进中"

中国市场的博大给了二线豪华品牌希望"

而且!中国豪华车市场仍处于发展期!豪华品

牌可扩张的空间仍然很广阔"一位业内资深人

士认为! 只要能真正做到为中国量身打造产

品!敢于尝试新的技术理念!二线豪华品牌就

有可能在新一轮的扩张中占领一席之地"

不过!中国豪华车市场留给二线品牌的机

会还有多少'这个问题值得思考"毕竟!与一线

品牌相比! 其相差的不仅是销售数量那么简

单!产品数量#渠道规模#品牌影响力都相距甚

远"那么!二线豪华品牌能否成功破局'今年且

看各家出招" #万利$

萨博落户青岛需跨过几道坎

日前!青岛青博投资有限公司#国能电力

集团及其瑞典公司正式签署项目投资协议!计

划投资
#%%

亿元在青岛设立整车厂!生产萨博

品牌的传统燃油及新能源汽车"

从表面来看!这是一个庞大的计划!未来

前景可期!但是仔细分析发现!青岛和
,<*=

><@

蒋大龙的计划过于理想化! 实施起来难

度不小!面临几道坎"

首先!作为外资企业!萨博项目必须通过

与国内某家整车企业合资!才能拿到轿车生产

资质" 据媒体报道!青岛当地政府在入股瑞典

萨博汽车现任东家瑞典国家电动公司(

,<*=

)

后!不仅准备与蒋大龙组建合资公司!还承诺

解决新上马轿车项目的生产资质问题"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汽车市场格局已

经基本确定" 新的合资项目!特别是一些小众

车企的国产化对中国市场的大格局来说!并无

多大益处!这让政府开始从严审批新增汽车合

资项目" 此前!奇瑞和捷豹路虎成立合资公司

就已经被外界认为是最后一个合资项目"

去年
1

月
'/

日! 工信部产业政策司发布

了*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建立汽车行业退出机

制的通知+!这也意味着!随着一些落后车企生

产资质的注销!未来闲置整车资质%壳资源&的

争夺必将会愈演愈烈!车企的扩张成本也将随

之提高"

其次!未来的产品也是问题" 萨博本身的

定位就是小众车型!而且!根据收购萨博的协

议!蒋大龙手里只有一款萨博
0AB

!仅凭一款

车型就能撑起规划的巨大产能吗'

其实!青岛政府的急切可以%理解&!目前

国内汽车市场每年有
)0%%

万辆的销量! 这让

汽车产业成了地方政府的%摇钱树&"但引进企

业来建厂一定不能盲目!如何尽快解决好%壳

资源&和做好未来车型规划!是目前最急需做

的" 此外!国内自主品牌车企正经受着来自国

外车企的压力!如何让蒋大龙收购的萨博资产

和技术最大程度地为我所用!从而提升国内汽

车企业的竞争力!这才是引进企业建厂的最终

目的" #钱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