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 年 2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新《车辆购置税
征收管理办法》，
但实际上大部分
车型的实际纳税
标准并没有发生
大的变化，实际
缴纳费用也没有
出现大的调整。
仍以厂商指导价
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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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车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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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周月光

“进入十月，买车者持续增多，购置
税新政起了不小的作用。”记者近日在
海口丰众华长安4S店采访时，该店销
售经理梁璠表示，国务院对购买1.6L及
以下排量乘用车实施减半征收车辆购
置税的优惠政策，对车市的刺激作用立
竿见影。

走访
三成消费者冲着新政购车

上周末，万宁的陈先生来到海口，在
海口丰众华长安4S店订购了一辆1.6L
排量的长安CS35。

“我之前就来店里谈过，能优惠
5000元，但我还想再省点，就一直没签
协议。”陈先生告诉记者，国庆节当天销
售顾问就和他联系，告诉他这款车符合
购置税减半新政优惠范围，可以再省
4000元。他当即就表示要下订单。

这款1.6L排量的长安CS35，市场
价 为 9.39 万 元 ，正 常 购 置 税 应 为
93900÷1.17x10%=8026元，减半后为
4013元，加上商家优惠了5000元，陈先
生只需9.29万元就能拿下该款车了。

丰众华长安4S店销售经理梁璠说，
国庆节以来，该店前来购车的消费者中
至少有30％的人，是受购置税减半新政
影响下的订单。

算账
20万元车能省下一年油费

连日来，记者在海口走访多家汽车
4S店，每家店内，都有不少消费者在看
车谈价。

“国庆黄金周期间，北京现代的全省
销量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10％，非常难
得，这要归功于购置税减半新政。”海南
京诚北京现代汽车4S店市场总监罗晨
告诉记者，今年以来，车市整体有些低

迷，业内人普遍不看好国庆车市的行情，
恰逢国庆前国家就出台了购置税减半的
新政，否则黄金周车市的销量恐怕不如
去年同期。

罗晨举例，1.6L及以下排量乘用车
购置税减半，对购车者来说，可以省下
一笔不小的费用。比如，像1.6T第九代
索纳塔尊享版，车身价21.78万元，正常
购置税是1.86万元，购置税减半，购车
者可以节省9300元，相当于一年的油
费了。

影响
八成国产自主车型受益

据了解，这不是国家第一次出台汽
车购置税减半的优惠政策了。为鼓励大
家购买小排量汽车，2009年1月20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国务院也曾推出对
1.6L及以下排量乘用车施行减税政策，
购置税由10%减为5%。

“当年，购置税优惠政策执行后，全
国汽车市场立即好转，积压的库存迅速
消化，不少汽车4S店很快就没有现车
可卖。”一汽丰田海南区域经理薛伟说，
政策的作用是巨大的，而且效果很快就
能看出来，国庆黄金周期间，一汽丰田
汽车在海南市场销量比去年同期增长
30％。

业内人士分析，1.6L及以下排量乘
用车车辆购置税减半，覆盖的车型广，国
产自主品牌汽车80％的车型受益，甚至
一些高档汽车如沃尔沃、奔驰等也都有
多款车型受益。

海南福德汽车集团有关负责人说，
国庆节以来，旗下的福特、奇瑞、东风雪
铁龙等各品牌汽车销量明显增加，其中
70%是1.6L及以下排量的乘用车。

业内人士分析，此次国务院下调购置
税政策，时间是从今年10月1日至明年
底，随着汽车库存不断减少，市场供需将
慢慢转化，厂家的优惠政策可能会逐步减
少，因此，当前应是较好的购车时机。

本次购置税减半政策对车市促进
作用恐难像 2009～2010 年那样明
显，但对节能减排意义重大。

汽车销量“夏落”特烦恼，新政出台解救“捂”先生

购置税一减半 小汽车进 门

“呼吸”不好“吃喝”不香
加油和通气软管存隐患
近4万辆三菱翼神将被召回

据国家质检总局网站的消息，日前，东南（福
建）汽车工业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
理条例》的要求，向国家质检总局备案了召回计
划，决定自2015年10月28日起，召回2009年7
月10日至2011年5月23日生产的三菱翼神汽
车，共计39788辆。

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由于加油软管和通
气软管的材料在制造过程中存在缺陷，极端情况下
软管可能出现龟裂，导致燃油泄漏，存在安全隐患。
东南（福建）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将为召回范围内车辆
免费更换改进后的零部件，以消除安全隐患。

东南（福建）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将通过各自的
授权服务网点主动联系相关用户，同时用户可与
当地授权服务网点预约，安排免费维修事宜。

（中新网）

2015汽车品牌价值榜发布

丰田“封王”大众“跌价”

综合性品牌咨询机构 Interbrand 发布了
“2015年全球最具价值品牌100强”排行榜，汽车
行业中，共有14个品牌入围百强，丰田摘得汽车
类品牌价值桂冠，日产增速领先，MINI首次跻身
榜单，大众成为唯一一家价值下跌的汽车品牌。

作为全球最大的品牌咨询公司，迄今Inter-
brand已连续16个年份发布年度全球品牌价值排
行榜。过去16年中，Interbrand一直在关注各个
品牌，并对品牌价值进行评估和排序。其对品牌
价值的定义主要包括各品牌产品或服务所对应的
财务业绩、对客户购买决策的影响以及市场竞争
力等。

丰田是唯一进入总排名前十的汽车品牌，自
2004年以来已连续12年蝉联汽车类品牌价值冠
军。今年丰田在总榜单上排名上升至第6，品牌
价值达到490.48亿美元；宝马超越梅赛德斯-奔
驰重夺汽车类第2，不过两者在总榜单中分列第
11和第12，差距甚微。

在上述汽车品牌中，日产品牌价值增幅最大，
同比攀升19%至90.82亿美元，总排名也从去年
的第56上升至第49，去年挤落法拉利首次登榜的
路虎以及相对比较稳定的保时捷今年品牌价值增
幅也均达到两位数，分别同比增长14%和12%至
51.09亿美元和80.55亿美元；唯一出现品牌价值
同比下滑的是大众，较去年下跌9%至125.45亿
美元，总排名也滑落至第35。

MINI首次挤进百强榜单，以42.43亿美元的
品牌价值排名第98。 （盖世汽车网）

2015年的这次购置税减半政策，与曾经2009年的购置
税优惠措施在效果和车市热度上其实有一定的区别。

2009 年 1
月 20 日 至 12
月 31 日期间，
国家曾经对1.6
升及以下排量
乘用车施行减
税政策，购置
税由 10%减为
5%。2010年全
年，调整为按
7.5%征收。

2009年汽车销售达到 1364.5 万

辆，并稳定全球第一。1.6升及以下小排

量乘用车销售719.55万辆，同比增长高

达71%，占乘用车总量的70%。

2015年1-8月，1.6升及以下乘用

车销售 869.87 万辆，占乘用车市场的

68.05%，销量同比增长5.07%，小排量
车型销量占有率下降，SUV车型则持续
热销。

2009年

2015年

购置税减半究竟省了多少钱？

因为机动车销售专用发票的购车价中均含增值税税款，所以在
计征车辆购置税税额时，必须先将17%的增值税剔除。

便宜的小排量车便宜多少？
江南TT 2010款0.8L手动 实用型
售价：2.08万元

节省888.8元

贵的小排量车便宜多少？
MINI PACEMAN JCW
2014款1.6T JCW ALL 4
售价：43.9万元

节省1.876万元

也就是说，调整购置税后，小排量车辆的优惠区间约为

0.088万—1.876万元

1.用户挑选汽车关注度最高的十大车型：哈
弗H6、途观、福克斯、速腾、朗逸、CR-V、卡罗
拉、帕萨特、五菱宏光、新捷达。

2.以价格、发动机排量和轴距综合划分细分
市场车型，各细分市场CACSI（汽车综合满意度
指数）第一车型是：

5万元以下微型轿车：天津一汽夏利
7万元以下紧凑型轿车：上汽通用赛欧

7万元以上紧凑型轿车：东风悦达起亚K2、
一汽丰田威驰

7万元以下中型轿车：比亚迪F3
7万-8万元中型轿车：东风日产启辰D50/

R50
8万-10万元中型轿车：上海大众新桑塔

纳、一汽丰田花冠、上海大众昕锐
3.市场关注新车（轿车）：上海大众凌渡、长

安福特福睿斯
4.按照汽车品牌类别，各细分市场售后服务

满意度指数第一的是：
豪华品牌：奔驰 宝马

合资品牌：上海大众 东风标致 广汽丰
田 北京现代

自主品牌：上汽荣威
5.按照汽车品牌类别，各细分市场销售服务

满意度指数第一的是：
豪华品牌：凯迪拉克 自主品牌：哈弗
合资品牌：广汽丰田 上海大众 东风雪

铁龙 东风标致

全新途胜安全！安全！安全！

据新华社电(记者 华晔迪) 中国质
量协会、全国用户委员会9日发布2015
年全国汽车行业用户满意度测评结果
显示，今年我国汽车行业用户满意度指
数为79分（满分100分），与去年持平，
其中自主品牌汽车满意度持续改善，与
合资品牌差距进一步缩小。

这项调查由中国质量协会、全国用
户委员会组织在4月8日至8月15日期
间所作，测评对象包括175个车型，涉及
47个汽车生产企业、57个汽车品牌，调
查覆盖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华南、西

南、西北等七大市场区域的60个主要城
市，有效样本超过两万个。

调查表明，我国汽车市场竞争已
从价格、质量竞争过渡到以质量为基
石的品牌竞争新阶段，品牌形象成为
影响满意度第一要素，品牌形象每提
高 1 分，用户满意度相应提高 0.575
分。过去5年，价格、质量对满意度的
影响力呈下降趋势，而品牌形象影响
力明显上升。

值得注意，自主品牌汽车满意度持
续改善，与合资品牌差距进一步缩小。

调查显示，自主品牌满意度水平已连续
两年改善，合资品牌则出现下降。2015
年自主品牌满意度指数77分，同比提高
1分，合资品牌满意度指数80分，同比
下降1分。

数据显示，自主品牌品牌形象、感
知质量和感知价值与合资品牌差距分
别为4.9分、4.1分、3分，比上年缩小0.6
分、0.7分、1分；性能、设计满意度与合
资品牌差距分别为4.4分、3.4分，分别缩
小0.2分、1.2分；售后服务满意度比合资
品牌低3分，缩小1分。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也就是说，一辆10万元的车，可以便宜4273元。

*车辆购置税=购车款/（1+17%）×购置税率，优惠多少？——4.273%购车款

用户满意度没“向后转”
自主品牌车又“向前看”

注

注

现代人的生活与汽车息息相关，而
选车购车的时候，对消费者影响较大的
因素之一就是汽车产品的安全性能。北
京现代的全新途胜自近日上市以来一直
在大力宣传其安全性，那么全新途胜究
竟在安全性方面有哪些过人之处，对于
消费者来讲，在选车购车时，有哪些安全
配置是需要了解和配备的呢？本文将对
此做出详解。

智能安全配置
一秒变老司机

搁十年前，行车安全有一大半是凭
老司机的经验，什么时候并线，什么距离
踩刹车，都是路上练出来的。如今科技
智能越来越进步，应用在安全方面的科
技配置也越来越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提
高了行车的安全性，让“新手能一秒钟变

老司机”。因此，安全配置是否周到，技
术是否先进，也成为消费者选车时重要
的参考指标。

最近刚刚上市的全新途胜，就搭载
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安全智能配置。比
如全新的BSD盲区监测系统。据数据
统计，高速公路上发生的车祸有68%是
由于错误的并线造成的。全新途胜最新
研发的盲区监测系统，可以通过车辆后
部装备的雷达探头，感应后视镜盲区内
是否有车辆行驶，如果后视镜盲区内有
物体存在而驾驶员同时有变道意图，系
统就会通过声音和图像警告驾驶员注意
行车安全。

看不见的安全防护
同样不能忽略

除了这些看得见的“高能”安全配

置，那些没有体现在车辆表面的安全性，
才是企业造车良心的体现，是更不能忽
略的安全要素。在这一方面，全新途胜
也大有发言权。

整车抗撞击能力，是考核一款车被
动安全性的重要因素之一。全新途胜高

刚性钢板的使用率达到了51%，同时采
用了102米的结构粘合剂，从而能更有
效吸收碰撞分散力，使车身骨架刚度对
比上一代车型提升了30%。同时乘员
仓热冲压钢和车门防撞横梁的采用，增
强了车门强度，加大了对乘客的保护。

为减少安全隐患，全新途胜在车辆
设计方面也不断完善，调整了A柱和后
视镜的位置，从而减少主驾驶视野盲
区。另外，全新途胜也没有忽略对底盘
进行安全防护，配备了发动机下护板和
管线防护，这点上也要优于同级竞品。

看得见的成绩
说明一切

由于安全设计上的改进和新技术的
应用，全新途胜的安全性得到了极大保
障，在各项安全测试中均获得高级评
价。在中国 C-NCAP（2015 年新规）
LP1摸底测试中，全新途胜获得了五星
成绩。拥有如此全面而过硬的主被动安
全基础，而全新途胜15.99万-23.99万
元的售价区间却远低于同级车型，其质
价比之高可见一斑。

2015年中国汽车行业用户满意度测评结果(节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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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屁股”不干净
尾气熏“大众”
质检总局就大众汽车发布警示通告

质检总局10月12日发布警示通告：部分进
口大众柴油车辆的尾气排放检测数值在实验室检
测时与实际道路行驶时存在差异，要求大众汽车
（中国）销售有限公司须尽快制定并落实针对出现
问题的软件修正召回计划。

近期，大众汽车（中国）销售有限公司确认，由
于安装了特定的发动机控制模块软件，会导致部
分进口大众柴油车辆的尾气排放检测数值在实验
室检测时与实际道路行驶时存在差异。据该公司
统计，在中国市场共有1950辆装备EA189柴油
发动机（2.0TDI）的进口大众汽车，包括1946辆进
口途威（TIGUAN）和4辆进口帕萨特。目前该公
司正在制定针对上述问题的解决方案，拟通过更
新软件的方法解决相关问题。

为保护中国消费者权利和公众权益，质检总
局针对上诉情况发布了2015年第2号风险警示
通告。

通告要求大众汽车（中国）销售有限公司须尽
快制定并落实针对上述问题的软件修正召回计
划。大众汽车（中国）销售有限公司及其授权经销
商，须明确通知相关车主存在的问题及应对措施，
并向所在地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报告进展情况。

通告还提示相关车主在大众汽车（中国）销售
有限公司公布召回计划方案后，尽快与就近的授
权经销商取得联系，妥善处置和解决车辆存在的
有关问题。

通告布置各地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要督促辖
区内进口大众汽车经销商配合总经销商，认真履
行通知和免费更新等责任和义务，并做好随机抽
查等监督工作。 （中新网）

加

2015汽车行业
用户测评“报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