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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中国汽车市场一改以
往的上升态势。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全年
中国汽车销量共计2808.06万辆，连
续10年蝉联全球销量第一，但同比
下滑2.76%。这是自1990年以来，
中国汽车市场首次出现销量负增长。

2019年，汽车市场环境变得更
为复杂。如何提振汽车消费成为业
内外高度关注的问题。为推动汽车
产业消费平稳增长，1月28日，国家
发改委等十部门联合发布《进一步
优化供给推动消费平稳增长促进形
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方案（2019
年）》（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提出
了六大举措促进汽车消费。

十部门联合推出政策方案，这在
以往并不多见。此举不仅体现了政
府对于汽车消费的高度重视，也表明
了助力车市顺利度过寒冬的决心。
在《实施方案》中，有哪些政策亮点和
趋势变化，这些政策落地后又会产生
怎样的效应和影响？记者近期就此
采访了相关行业专家学者。

新政策利好，“汽车下
乡”或再现

《实施方案》明确提出了鼓励汽
车跨区域流通、盘活存量供给、鼓励
农村汽车消费升级等相关政策。这
也被业界解读为“对农村消费者和
三四线消费群体的利好消息”，有望
激活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汽车消
费。

《实施方案》第三条指出，“有
条件的地方可以对农村居民报废
三轮汽车，购买 3.5 吨及以下货车
或者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给予
适当的补贴，引导农村汽车消费升
级。”在国家发改委综合司巡视员
刘宇南看来，目前我国农村居民汽

车的保有量非常低，“《实施方案》
的提出，将促进农村汽车的更新换
代”。

汽车行业分析师曹鹤同样看好
农村汽车市场的潜力：“我国农村居
民汽车消费潜力非常大。由于农村
人口分布分散，公共交通不发达，农
民对汽车的刚性需求更强。”

曹鹤指出，近年来随着乡村
振兴和村村通公路政策的实施，
农村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
农村道路条件得到较大提升，农村
汽车消费正在进入爆发式增长的
门槛。更重要的是，在广大三四线
城市和农村地区，既没有停车位
的限制，也没有“上牌”的难题，这
些都有利于农村汽车消费加速普
及。

不过，与10年前的“汽车下乡”
政策相比，如今对于农村地区的汽
车消费的引导，要做的功课显然更
多。“此次关于农村汽车消费的政策
不仅鼓励增量，与此同时更强调升
级。”全国乘用车联合会秘书长崔东
树认为，与城市地区相比，农村居民
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
额度，仍低于城镇居民。另一方面，
由于中西部的楼市价格变化波动较
大，导致县乡市场的购房热情高于

购车，楼市对车市的挤压严重，“最
终形成了‘资金短缺’和‘汽车品质
升级’之间的矛盾”。

有序推进老旧汽车报废

相较于新车销售而言，汽车报废
的话题往往不那么引人注目。事实
上，形成良好的汽车报废机制，减少
社会老旧车辆，不仅能够减少道路安
全隐患，还能促进汽车市场的升级和
销量增长。

《实施方案》的第一条就对汽车
报废制度提出了新的建议：“有序推
进老旧汽车报废更新。按规定放开
报废汽车五大总成再制造再利用。
有条件的地方可依托市场交易平
台，对报废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汽
车同时购买新车的车主，给予适当
补助。”

“环保治理推动老旧汽车报废
更新，补贴措施进一步强调报废更
新的补贴落实。”谈及汽车报废制度
的变化时，崔东树指出，“接连落地
汽车报废相关政策，促进报废更新，
表明政府关注消费者换车需求的释
放。与此同时，汽车报废制度的成
熟也将促进汽车产业的发展。”

（据《中国青年报》）

Polestar 1
三亚海棠湾亮相

2月9日-2月16日，沃尔沃汽车集团高性

能电动车品牌Polestar旗下首款车型Polestar

1在三亚亮相。

在过去一年中，Polestar 1已经在全球范

围内开展了一系列巡展活动，从日内瓦车展、北

京国际车展到广州国际车展，Polestar 1 以令

人一见倾心的前卫设计与卓越的性能引发媒体

及消费者的关注。

作为一款以高性能混合动力驱动的双门

四座GT轿跑车，Polestar 1在纯电动模式下

能够行驶150公里，其混合动力系统由两部分

组成：一台2.0升直列四缸机械——涡轮双增

压发动机为前轮提供动力，后桥双电机驱动系

统为后轮提供电池动力。

2019年对Polestar而言是关键的一年，旗

下首款纯电动车型 Polestar 2 即将正式亮

相。它是Polestar 品牌出击中级豪华电动汽

车细分市场的重磅车型，是特斯拉Model 3

在市场上的有力竞争对手。

（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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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部门联合发布方案促进汽车消费

政策红利能否帮助车市越冬
车·热点

全新林肯航海家Nautilus近
日在海南力天林肯中心发售，起
始价为39.88万元。

全新林肯航海家Nautilus由
现款林肯MKX车型更名而来，
Nautilus在古希腊语中的含义是
水手。

全新林肯航海家 Nautilus
配备林肯智能助驾系统，该系
统集成了超过 20 项的先进辅
助配置，让驾乘者在旅程中更
安全更从容。其中，LCA 车道
居中辅助功能，能自动检测车
道标线，确保车辆始终处于车
道中间位置。当前方车辆行驶
缓慢或紧急制动，仅靠刹车无
法 避 免 碰 撞 时 ，车 辆 新 增 的
ESA紧急避让转向辅助系统就
会介入，辅助驾驶者修正方向，
避免事故发生。

全新林肯航海家Nautilus的
动力总成经过升级，涡轮增压、汽
油直喷以及双可变正时独立凸轮
轴三项技术可带来更流畅充沛的
动力表现。

全新林肯航海家Nautilus的
设计独到卓越,星辉式前格栅造
型，配合星钻式LED自适应前大
灯彰显非凡气度。新车轮毂以飞
机涡轮发动机造型为设计灵感，
气势十足。 （广文）

近日，18家海南媒体代表共
聚海南优之杰红旗体验中心，了
解红旗品牌历史文化、系列产品
和优质的售后服务等。

红旗汽车历史悠久，目前在
售的有H5、H7两款车型和限量
定制版L5。2019年4月，将推出
首款新能源车型E-HS3。此外，
红旗首款SUV HS5以及HS7等
新车型也将陆续上市，可满足不
同消费群体的需求。

海南优之杰红旗体验中心以
红旗品牌“心”服务体系满足用户
对新时代“美好生活、美妙出行”
的追求，为用户提供“三终身一保
值”的保障。“终身免费保修”“终
身免费救援”“终身免费取送”等

保障项目，将为车主提供优质专
业的服务，让用户买车放心、用车
安心。

在海南优之杰红旗体验中
心，用户除了可以感受到基本产
品体验、销售体验和服务体验，还
可以体验厚重独特的红旗汽车文
化。 （广文）

全新林肯航海家
Nautilus海南上市

“美好生活、美妙出行”
红旗汽车为用户提供“三终身一保值”保障

3月4日，杭州6宗商业用地及1
宗住宅用地拍卖，合计起拍价格为47
亿元。7宗地块最终成交价共60.16
亿元，分别由江苏中南建设、浙江赞
成控股等企业获得。

据了解，今年前两个月，杭州土
地出让规模同比下降明显。根据当
地国土部门的数据，前两个月杭州共
计出让土地总金额达287亿元，同比
下降51%。同时，武汉、广州等多个
城市前两个月土地出让金额均出现
不同程度下降。业内人士表示，整体
看，近几个月热点城市土地成交溢价
率基本平稳，房企拿地策略偏向谨
慎。

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
示，一二线城市今年前两个月的土地
市场相对低迷。前两个月合计卖地
1896宗，土地成交金额为4187.7亿
元，同比下降20.7%。

中指院数据则显示，2019 年 2
月，全国土地成交金额位居前十位的
城市（北京、苏州、上海、杭州、福州、

天津、武汉、西安、广州和青岛）累计
成交2565亿元，同比下降16%。其
中，北京以589亿元的成交额居前，
同比上涨4%；苏州成交额310亿元，
占据次席。规划建筑面积方面，成都
以 843 万平方米居首，同比增长
84%；广州土地市场放量，以700万
平 方 米 位 列 第 二 位 ，同 比 增 长
244%。总体看，今年前两个月土地
成交规模有所放缓。其中，杭州、天
津和武汉等较去年同期均有不同程
度下降。

业内人士指出，2月正值春节假
期，土地市场普遍低迷，金额回落亦
属正常。某房企人士对记者表示，从
部分一二线城市等土地供应计划看，
前两个月并不是土地出让高峰，部分
城市土地供应规模同比回落在情理
之中。

从溢价率情况看，房企今年前两
个月拿地总体较为谨慎。以杭州3
月4日出让的7宗地块为例，江干区
牛田单元R21-07住宅地块溢价率
最高，起价29.19亿元，成交价41.69
亿元，溢价率达42.82%。而其他地
块大多以底价成交。

事实上，北京、广州等热点城
市今年前两个月土地出让溢价率
总体保持低位，多宗地块以底价成
交。这显示出房企拿地策略较为
保守。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
示，近几个月土地市场分化较为严
重，北京、广州和太原等地均有高
溢价率地块成交。这显示出房企
对于一二线城市优质地块比较看
重。

中指院数据显示，2019年前两
个月，万科在拿地方面不断发力，以
274亿元位居榜首；绿地以194亿元
居于第二位，拿地势头猛进。今年前
两个月，排名前十位的企业拿地总金
额达1367亿元，占前五十名房企拿
地总金额的45.7%。龙头房企获取
土地资源优势不断加强。

张大伟表示，楼市逐渐进入调整
期，导致房地产企业拿地意愿整体不
高。资金方面，房企仍面临较大压
力，导致房企对总价较高的地块相对
谨慎。

（据《中国证券报》）

厨房这么配色
美观又简约

有人说，“见客厅知主人事业成就，看厨房知
主人生活品位”。近年来，整体橱柜的颜色、材
质、造型越来越多，给人们提供了更多元的选择。

经典白
白色的橱柜给人以纯净无暇之感，无论与

何种材质的厨具搭配，都能保持清新素雅的本
色。如果你觉得清一色的白色太寡淡，可以在
墙面上稍作装饰，选择一种简约时尚的瓷砖来
平衡视觉。白色可以给人带来清凉纯净的气
息，既凸显出厨房的洁净，又彰显出现代简约之
美。

高级灰
高级灰橱柜能与许多厨房风格搭配。光效

的渲染、配色的点缀，能让整个空间充满韵味，显
示出悠闲浪漫格调。灰色不仅耐脏，而且兼具颜
值和内涵。

原木色
原木色给人以清新自然之感。运用简约的

现代设计风格，将原木色和白色融合，能够轻松
打造美好舒适的烹饪环境。原木色的橱柜简洁、
温馨，比较符合中老年人需求。

蓝色系
夏日闷热难耐，蓝色系橱柜能给人带来清凉

的感觉。蓝色系的搭配，可以颠覆传统厨房设
计，给人带来醒目的视觉冲击。

本栏目鸣谢海南华浔品味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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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租难、清退难、物业管理难
……为了破解这些公租房运营难
题，武汉市尝试采取政府购买服务
的方式，将公租房交由市场机构管
理。2月28日，武汉市武昌区房管
局与武汉东湖高地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正式签订590套公租房的运
营管理服务合同，在全市率先将公
租房交予市场管理。

公租房主要面向城镇中等偏
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
职工和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
工人员。截至目前，武汉市共建设
筹集公租房项目280余个、房源
12.22万套。然而，近几年，公租房
运营中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如租
户的保障预期超过设定水平，租金
收取比较困难，小区物业及维修管
理等问题比较突出。

按照统一部署，武昌区房管局
在武汉市率先开展政府购买公租
房运营管理服务试点工作，明确了

运营服务承接主体的工作内容、考
核标准、奖惩机制，设计了履约保
证、租金收缴渠道等资金风险防范
机制，设立了资金专户，细化了运
营管理的退出机制等。

武汉东湖高地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总经理周惠娟介绍，高地物业
将成立公租房运营服务中心，引入
智能化管理和服务，对每150户租
户配置一名专属客服管家，提供24
小时贴心服务，确保租金收缴和公
租房的正常使用，并通过党建引
领、志愿者队伍，为租户提供便民
维修、孤寡老人慰问、精准扶贫、公
益慈善事业等各类公益活动。

武汉市房管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公租房保障将从以建设、分配
为主转向“建”“管”并重，武汉将开
展政府购买公租房运营管理服务
全流程试点，吸引更多企业和其他
机构参与，提高运营管理水平。

（据新华社电）

近日，河北省住建厅等五部门
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燃气安全和燃
气企业监管工作的通知》。通知要
求，城市新建住宅燃气设施必须加
装自闭阀或报警器及与其联锁的
自动切断阀，否则不予验收。用户
必须使用不锈钢波纹管或铠装管
和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合格灶具，否
则不予通气。

同时,针对液化石油气在城
市、农村分布广，液化石油气翻新
钢瓶和非法制造、非法销售问题
多，液化气非法经营、游商非法灌
装屡禁不止等特点，公安、市场监
管等部门将开展联合行动，严厉

打击走街串巷的无照游商、未取
得燃气经营许可的非法气站和网
点、非自有气瓶充装的燃气企业
与未取得运输危化品许可的单位
及车辆违法运输行为，同时开展
对报废钢瓶检测和收缴废旧液化
石油气钢瓶行动，杜绝不合格钢
瓶流入市场。

据统计，截至目前，河北城市
燃气普及率达到98%、县城燃气
普及率达到94%，城市燃气管网
总长约 5.2 万公里，用气户数
1000多万户，农村气代煤改造覆
盖183个县区、1.7万个村庄、500
余万户。 （据新华社电）

河北：城市新建住宅
必须安装燃气安全装置

武汉试点将公租房
交由市场机构管理

楼市逐渐进入调整期

房企拿地策略偏向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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