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
的“中国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调
查”VIA显示，2017年12月汽车经销商
库存预警指数为 47.7%，环比下降 2.1

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警戒线
之下。这是2017中国汽车经销商库存
预警指数连续5个月在荣枯线以下。

值得注意的是，2017 年 12 月，年
底传统旺季对销售有一定刺激作用；
小排量购置税减免政策的最后一个
月，使得小排量汽车购买需求得到释
放；春节临近也是促进本月市场需求
增加的因素之一。年底冲量季，部分
经销商为了年底冲量及清库存，进行
降价促销，导致利润率降低。

从分指数情况看：2017年12月市
场需求分指数和销量分指数环比上升，
库存分指数、从业人员分指数环比下
降，经营状况分指数与上月基本持平。

从区域指数情况看：2017年12月
全国总指数为 47.7%，北区指数为
47.8%，西区指数为 48.5%，南区指数
为 46.6%，东区指数为 48.5%。2017年
12月，各区域库存预警指数均位于警
戒线以下。

调查显示，多数经销商预计，进入
2018 年 1 月市场需求将有所下降。
2018年1月，购置税优惠政策退出，预
计汽车销量将下降。因此，中国汽车
流通协会建议，经销商要根据实际情
况，理性预估实际市场需求，合理控制
库存水平，以防库存压力过大，导致经
营风险。

（来源：《北京商报》）

两年内新能源车免征购置税两年内新能源车免征购置税

福特召回部分进口福特召回部分进口F-F-150150猛禽猛禽

近日，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向质检
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将自 2018 年 1 月 8 日
起，召回2016年8月23日至2017年8月9日期
间生产的部分进口 2017年款福特F-150猛禽
系列汽车，据该公司统计，中国大陆地区共涉
及162辆。

本次召回范围内部分车辆，由于连接变
速器与其换挡连杆机构滚销的内外绕层可能
存在间距不均或外径尺寸偏小，造成滚销可
能脱出，导致车辆无法挂入挡位。某些情况
下，如车辆无法挂入驻车挡位且没有进行驻
车制动，车辆可能会出现意外移动，存在安全
隐患。

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将为召回范围
内的车辆免费更换改进后的滚销零件，以消除
缺陷。库存车辆将在消缺缺陷后进行销售。

相关用户应谨慎驾驶车辆，驻车时应确
保施加驻车制动。如果出现变速箱无法挂入
P档的情况，请立即联系经销商进行车辆相关
检查。用户在召回行动开始后应尽快联系经
销商进行维修。

（来源：人民网）

汽车经销商库存低于警戒线汽车经销商库存低于警戒线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
息化部、科技部联合发布《关于免
征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的公告》
（以下简称《公告》），明确自2018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对购
置纳入目录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
辆购置税。

根据《公告》，对免征车辆购置
税的新能源汽车，通过发布《免征
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
录》（以下简称《目录》）实施管理。
2017年 12月 31日之前已列入《目

录》的新能源汽车，对其免征
车辆购置税政策继续有效。
根据现行政策，2014年 9月 1
日至2017年12月31日，同样
通过发布《免征车辆购置税

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管理，列
入《目录》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
购置税。

《公告》同时明确，2018年1月1
日起列入《目录》的新能源汽车须同
时符合四个条件：（一）获得许可在
中国境内销售的纯电动汽车、插电
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
电池汽车。（二）符合新能源汽车产
品技术要求。（三）通过新能源汽车
专项检测，达到新能源汽车产品专
项检验标准。（四）新能源汽车生产

企业或进口新能源汽车经销商在产
品质量保证、产品一致性、售后服
务、安全监测等方面符合相关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公告》对新能
源汽车产品技术提出新的要求，其
中纯电动乘用车纯电动续驶里程由
不低于80km提高至不低于100km，
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乘用车
纯电动续驶里程维持要求不低于
50km（工况法）或不低于70km（等速
法），燃料电池乘用车纯电动续驶里
程由不低于 150km 提高至不低于
300km。还要求纯电动乘用车30分
钟最高车速应该不低于 100km/h。
纯电动乘用车动力电池系统的质量
能量密度不低于95Wh/kg。

（来源：《广州日报》）

如何判断轮胎该不该换如何判断轮胎该不该换

轮胎作为汽车与地面唯一接触的部件，
其安全性倍受车主们关注。那么在哪些情况
下，应该更换新的轮胎呢？

磨损标识

每条轮胎胎面的沟槽里都会有磨损标
识，一般家用轿车的磨损标识厚度为 1.6mm，
如果轮胎花纹和磨损标识一边高时，说明该
换胎了。轮胎花纹中的沟槽主要是为了在湿
滑路面排除积水，增强抓地力，有时，轮胎虽
未破损，但沟槽磨平了，车辆行驶在湿滑路面
上就容易造成打滑失控，十分危险。

破裂鼓包

日常开车时，轮胎难免会刮蹭或者扎到，
从而导致轮胎受损鼓包或者破裂。轮胎鼓包
是因为胎侧里面的帘子线断裂，这种情况应
及时更换受损轮胎，避免出现爆胎。

轮胎老化

和所有的橡胶制品一样，轮胎也有使用
年限，一般而言，轮胎的使用年限为3-5年，超
过使用年限，轮胎会出现表面硬化、龟裂纹等
现象，继续使用会出现爆胎风险。

那么到底应该怎样使用轮胎，才能减少
轮胎磨损呢？

不原地打方向盘。原地打方向盘会使轮
胎的磨损都在一个接触面上，造成轮胎局部
磨损严重，缩短轮胎使用寿命，应在车轮滚动
时打方向盘。

不压马路牙。压马路牙，或者刮蹭马路
牙很容易使轮胎鼓包或破裂，此外，路面的坑
地也要注意避让，过坑洼地方时，应减速，否
则会导致轮胎鼓包和花纹脱落。

注意胎压。轮胎胎压充得过高或者过
低，都会造成轮胎胎面局部磨损严重。

（来源：时报资料室）

去年我国汽车召回破去年我国汽车召回破20002000万万

质检总局执法督查司司长严
冯敏近日发布了质检总局缺陷产
品召回监管工作的有关情况：今年
以来，截至 12月 28日，国内各主要
汽车产品生产者共实施缺陷汽车
产品召回 251 次，召回缺陷汽车
2004.8万辆，在2016年突破1000万
辆的基础上，增加 77%，再创新高，
并连续第四年刷新年度召回数量
纪录。

据悉，自2004年我国实施缺陷
汽车产品召回制度以来，已累计实
施汽车召回1548次，召回缺陷汽车
5673.8 万辆，其中，18 大以来的五
年，实施 1013次召回，召回缺陷汽
车4729.9万辆，占14年来召回总量
的 83%。从总体数量上看，我国几
乎每 4辆车当中就有 1辆曾经实施
过召回。

2017 年缺陷汽车召回工作有
五个特点：

一 是 召 回 数 量 继 续 快 速 增
长。近三年，我国年度缺陷汽车召
回数量依次为558.6万辆、1133.5万
辆和 2004.8万辆，每年增幅均超过
50%，召回规模仅次于美国位列全
球第二位。

二 是 汽 车 缺 陷 问 题 相 对 集
中。今年召回的缺陷汽车产品中，
集中反映五个问题：首先是气囊和
安全带总成的召回数量最多，涉及
车辆 1063.8万辆，占召回总数量的
53.1%；第二是发动机总成，涉及车
辆 409.6 万 辆 ，占 召 回 总 数 量 的
20.4%；第三是转向系统总成，涉及
车辆 175.7 万辆；第四是电气设备
总成，涉及车辆 165.5万辆；第五是
车身总成，涉及车辆80.5万辆。

三是单次大规模召回活动频
繁。从历年召回统计数据来看，在
召回数量排在前 10名的召回活动
中，有 6 次是在 2017 年实施的，其

中 1次超过 200万辆、3次超过 100
万辆，并且部分大规模召回活动是
由同一问题引发，汽车产品缺陷问
题呈现多品牌、跨区域、集中化的
趋势。

四是受质检总局缺陷调查影
响的召回比例较高。截至目前，质
检总局开展缺陷调查工作引发汽
车召回 58 次，召回缺陷汽车 1358
万辆，占全部召回数量的近70%。

五是全球召回同步实施常态
化。在今年实施的251次缺陷汽车
召回活动当中，有58%是全球召回，
相关生产者积极确保了全球召回
活动在中国市场同步发布及同期
实施。同时，近年来出现越来越多
由中国缺陷调查引发全球召回的
情况，如燃油泵缺陷调查，促使大
众汽车公司在中国召回 181.8 万
辆，并引发全球召回。

（来源：《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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