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 5月 6日，国务院公布了《报
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新规，并将于
2019年 6月 1日开始实施。同时，实施
近 18年的《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办法》旧
规废止。

报废汽车不再按斤卖
新《办法》消除了报废机动车零部件

再制造的法律障碍。其规定，拆解的报
废机动车发动机、方向机、变速器、前后
桥、车架等“五大总成”具备再制造条件
的，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出售给具备再
制造能力的企业予以循环利用。对于拆
解的报废机动车“五大总成”外的零部
件，新《办法》规定，符合保障人身和财产
安全等强制性国家标准、能够继续使用
的，可标明“报废机动车回用件”后出售。

在旧版《办法》中看到，按照原来的
要求，拆解的“五大总成”应当作为废金
属，交售给钢铁企业作为冶炼原料，禁止

报废汽车整车、五大总成和拼装车进入
市场交易或以其他任何方式交易。不难
发现，新《办法》实施后，报废机动车回收
利用价值将得到提升。

带来近千亿市场空间
《办法》还对报废汽车回收行业的准

入门槛进一步放宽，汽车报废回收不再
是“特种行业”，符合规定的企业经批准
均可从事报废机动车回收。

此前我国将报废机动车回收行业认
定为“特种行业”，对回收企业实行数量控
制，原则上每个地级市只有一家回收企
业。新规定取消了“特种行业”限制，降低
了行业门槛，未来消费者将有更多选择。

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我国机
动车保有量达3.27亿辆，其中汽车2.4亿
辆。按照国际 4%-6%的报废比例平均
水平，我国汽车报废规模相当大。安信
证券指出，按一辆汽车五大总成回收价

值5000-7000元、报废汽车回收率5%测
算，目前我国报废汽车回收市场规模高
达 600亿-840亿元。新《办法》实施后，
更多报废汽车将回归正规拆解渠道，推
动汽车后市场精细化、规范化发展，预计
明年我国“五大总成”再制造的市场空间
将达到907亿元。

事实上，在汽车报废产业整体向好
背景下，已有多家上市公司在电子废弃
物、汽车、动力电池拆解、储能梯次利用
及相关配套设备等领域布局。天奇股份
曾表示，2019年 1月 30日，国务院通过

《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修订草案)》，
为汽车报废拆解行业提供了政策保障，
对行业的发展是重大利好。华宏科技去
年全资收购北京中物博汽车解体有限公
司，利用北京中物博报废汽车拆解资质，
开拓公司报废汽车拆解业务领域。

（来源：网易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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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量大跌海马卖房救车
近日，海马汽车的疯狂卖房行为引

发关注。5月 16日，海马汽车发布公告
称，公司拟出售海口市金盘工业开发区
的闲置房产，共计住宅 269 套，商铺 15
套；4月 23日，该公司曾公告，拟出售位
于上海市的 36 套闲置房产和位于海南
省海口市的81套闲置房产。

海马汽车变卖房产的原因正是为了
粉饰财报、避免摘牌退市。在自主品牌
阵营中日渐边缘化的海马汽车，2017年
和 2018 年净利润分别为负 9.94 亿和负
16.4亿，连续两年巨亏，由海马汽车变更
为“*ST海马”。如果 2019年不能扭亏，
公司将面临退市风险。但今年以来，海
马汽车销量继续下滑，4 月仅实现销量
2650辆，同比下降 34.95%；1至 4月累计
销量为7742辆，同比下跌72.2%。

海马汽车“卖房救车”背后是车市低
迷下整个自主品牌的举步维艰。

从最新披露的 4 月销售数据来看，
各家自主品牌销量均面临着不同程度的
下滑。“自主品牌一哥”吉利汽车，4月份
销量为10.4万辆，环比下滑17%、同比下
滑 19%。长安汽车 4 月份销量仅 3.2 万
辆，同比下滑45%。广汽传祺4月份销量
仅 2.68万辆，同比下滑 38.3%，结束了自
2015年以来连续4年的同比正增长。上
汽乘用车 4 月份销量为 5.66 万辆，同比
下滑9.13%。

市场份额创3年新低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

1 至 4 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838.9 万辆
和835.3万辆，产销量比上年同期分别下

降 11%和 12.1%，降幅比 1 至 3 月分别扩
大1.2和0.8个百分点。

虽然自主品牌销量下滑跟整体车市
低迷有关，但市场份额的下降似乎更能
说明问题。2019年4月，中国品牌乘用车
共销售 58.5万辆，同比下降 27.9%，占乘
用车销售总量的37.1%，比上年同期下降
5.2个百分点。这是自主品牌份额连续第
13个月同比下滑，并且创造了从2016年
以来的最低市场份额纪录。2017年，自
主品牌乘用车市场份额曾高达43.9%。

业内普遍将40%的市场占有率看作
是自主品牌能否站稳脚跟的重要关口。

“2019年，自主品牌乘用车或将失守40%
市场份额红线。”中汽协秘书长助理许海
东判断。

为何自主品牌受到的冲击最大？“自
主品牌的主要受众，即入门级消费者购
买力不足，而二次购车的置换群体，受限
购政策和豪华车大幅降价影响，更倾向
于购买高档车型。”全国乘联会秘书长崔
东树告诉记者，入门级消费者购房支出
太大，影响购车消费。同时，近期因国六
标准实施带来的观望情绪，都影响了汽
车销售。

另一方面，自主品牌的竞争力和市
场认可度仍然不够牢固。此前借着购置
税优惠政策，很多自主品牌靠低价打开
市场。如今，市场迅速萎缩的情况下，很
多消费者的首选依然是技术实力更强的
合资品牌。

中国车市迎最残酷考验
“2019年是中国汽车市场最残酷的

一年，要淘汰很多企业。”上汽集团副总

裁、上汽乘用车公司总经理王晓秋对外
表示。

2018 年，中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780.9 万辆和 2808.1 万辆，继续保持全
球第一大市场的地位。但不同于全球汽
车产销高度集中于几大巨头的状况，中
国汽车品牌之多名冠全球。据不完全统
计，目前国内市场上约有 100 多个乘用
车品牌，绝大部分年产销规模不足 20万
辆。与此同时，新能源赛道上还不断有
造车新势力的新品牌诞生。而根据去年
全球汽车销量排行，十大汽车巨头中排
名垫底的铃木汽车，总销量也超过 321
万辆。

“在车市快速增长时期，销量不太高
的自主品牌车企各自还能活得比较滋
润。现在市场急踩刹车，新车价格体系
重塑，车企必须有足够的规模效应才能
得以生存。”一位汽车从业者感叹，市场
大洗牌已经开始。相比大众、丰田、雷
诺-日产三大巨头抢占全球车市三分之
一份额的情形，中国汽车产销的集中度
也会不断提升，一些边缘化的品牌将加
快退市。

另据了解，国六排放标准的提前实
施，也是眼下自主品牌面临的难题。车
企要达到国六标准需要花费大量资金做
技术改造，对跨国车企来说，国外已有符
合排放标准的技术，引进国内加以改进，
执行国六标准问题不大。但对于规模较
小的自主车企，要达到国六排放标准比
较困难，这也会直接影响到今明两年自
主品牌汽车的整体市场占有率。

（来源：《北京日报》）

随着国内车市
陷入零增长甚至负增长，
残酷的车市淘汰赛终于来
临。最新披露的全国汽车销
量数据显示，4 月自主品牌乘
用车共销售 58.5 万辆，同比下
降27.9%。尤其在乘用车领域，
自主品牌市场占有率下滑至
37.1%，为 3 年来的最低点。
几天前，海马汽车“卖房救
车”的一纸公告，更是折射
出非主流汽车品牌的生

存之艰。

近日，大众品牌发布了 2019年 4
月全球累计销量业绩情况。数据显示，
2019年4月大众品牌全球累计销量为
487400辆，与去年同期相比下滑6.2%；
4月在华（含香港）销量为231400辆，虽
占大众品牌4月全球销量的47.5%，但
与去年同期相比仍下滑6.5%。

大众集团方面表示，尽管增值税
税率下调，但中国市场仍然难以回暖，
中国整体车市下行。不过，大众品牌
SUV车型在华SUV细分市场的份额逐
渐提升，4月其SUV市场份额为21%。

据了解，大众品牌正在加速在华
布局 SUV 领域，大众汽车品牌中国
CEO冯思瀚曾表示，“大众品牌计划到
2020 年将 T-Family SUV 家族的车型
数量翻番，增加到至少12款。”

此外，在欧洲市场，大众品牌 4月
销量为 150300辆，同比下滑 4.8%；在
北美市场，大众品牌4月销量为48000
辆，同比增长 3.9%；在南美市场，大众
品牌 4 月销量为 38900 辆，同比下滑
7.4%；在亚太地区，大众品牌4月销量
为240100辆，同比下滑7.4%。

大众汽车销售委员会成员 Jürgen
Stackmann表示，“虽然大众供应了极
具吸引力的车型，但是部分市场仍然
呈现萎缩态势。我们的SUV攻势在北
美产生了积极效果，但是中国市场仍
然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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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报废新规6月1日起实施

部分斯巴鲁进口力狮部分斯巴鲁进口力狮

被召回被召回
现代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近

日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
回计划，决定自 2019年 6月 17日起，
召回2012年4月5日至2014年8月28
日生产的部分进口现代飞思汽车，共
计6620辆。

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由于发动
机ECU管理软件设计缺陷，部分车辆
发动机在正常点火之前发生提前燃烧，
可能损坏发动机，造成发动机熄火，极
端情况下车辆可能发生火灾，存在安全
隐患。现代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将对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升级发动
机ECU管理软件，以消除安全隐患。

现代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
通过经销商以挂号信、电话方式通知
相关车主。用户可用固话或手机拨打
客户服务热线：4008853388 进行咨
询。用户也可登录中国汽车召回网
（www.qiche365.org.cn）以及关注微信
公 众 号 汽 车 三 包 与 召 回（iauto⁃
cloud365）了解更多信息。

（来源：汽车召回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