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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市场“寒潮
寒潮”
”持续
在2018年
我国汽车市场结
束 28 年连续增长
进入“寒潮”，现
在 2019 年已快过半
可汽车市场“寒
潮”仍然持续，
我省的汽车市场
究竟何去何
从。

我省汽车市场该何去何从
车主需知
小车驾照“一证通考
一证通考”
”

□ 时报记者 张傲
日前，记者走访了西宁各大 4S 店，
总体来看，
汽车销售情况并不乐观。比
如凯迪拉克的一款车型（标配）在去年
从 29.8 万元降到了 21.8 万元，
在今年再
度降价，直降到 19.8 万元，即使是在全
国范围的降价，
可销量依然没有大幅增
长。为吸引消费者赠送汽车配件已不
再具有诱惑，
即使降价也不能刺激消费
者的购买欲望。据省统计局数据显示，
今年前四月我省汽车类销售同比去年
下降 4.7%。
西宁某 4S 店销售人员告诉记者，随
着“国六”即将实施，
“ 国五”排放标准的
车辆已经出现了三年罕见的低价现象，
各个品牌都急于将“国五”车辆出售，甚
至很多平行进口车还将可能面临退市的

风险。
早有买车打算的张先生因为
“国六”
即将实施的原因一直没有出手，
“还是想
等‘国六’实施后，看‘国五’排放的车还
会不会有降价。
”
汽车市场“寒潮”的影响，还波及到
了我省的二手车市场，某二手车交易公
司销售经理刘先生告诉记者，很多新车
由于
“寒潮”
选择大降价，
有时候甚至会
有二手车比新车价格还高的情况。比
如现代一款车，
新车价格 11.99 万，
可二
手车市场 3 年车龄的车价格在 12 万左
右。这也让二手车市场处于一种被动
的状态。
据记者了解到，今年 5 月初，商务
部、
公安部、
海关总署联手宣布正式启动

二手车出口工作，虽然首批开展二手车
出口业务的地区没有我省，但也将可能
为二手车市场注入一剂
“强心针”
。
虽然我省车市总体来看销售情况并
不乐观，
但仍有一些车辆供不应求，
西宁
陈女士在 5 月 26 日去到康南丰田 4S 店
想要购买一辆丰田普拉多却被告知没有
车，
如需购买还要至少等上一个月，
并且
还不一定能买上。
“现在买车还是更看重
性能和实用性了，
以前可能关注品牌，
到
现在各种品牌各种车型太多了，所以更
关注使用感了。
”
陈女士告诉记者。
4S 店销售人员说到，现在客户购车
都更加注意车的保值、
舒适、
空间、
油耗、
动力等问题，只要能够多满足客户的需
求，
车的销量也自然能有所不同。

多地汽销协呼吁停供非
“国六”
车型
面对车市低迷和库存
承压的局面，全国多地
汽车销售行业协会呼
吁车企停供非“国六”
车型，为经销商减压。
上海市汽车销售
行业协会日前发布
《致各品牌汽车供应
商的公开信》，要求各
品牌汽车供应商即日
起，立即停止向上海
市经销商继续拨发非
随着史上最严排放标准临近，汽车 “国六 b”排放标准的汽车；取消对经销
销售各个环节也迎来大考。今年 7 月 1
商的相关商务返利考核，并在尊重经
日起将有包括北京、上海、浙江、江苏、 销商意愿的前提下，合理调整上海经
广州、杭州、海南、天津、山东、成都、重
销商的年度商务计划；提供专项促销
庆等十余地区实施“国六”排放标准。 资金，帮助经销商迅速消化非“国六 b”

召回信息
近日，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
布消息称，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捷豹路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日前向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备案了缺陷汽车召
回计划。
一汽-大众决定自即日起，召回部
分国产奥迪 A4L、Q5L 汽车，共计 2505
辆。包括，2019 年 4 月 23 日至 2019 年
5 月 16 日生产的部分国产 2019 款奥迪

库存车；承诺为上海经销商回购或调
配非
“国六 b”
的库存车。
事实上，这并不是个例。除上海
外，浙江、江苏等地汽车经销商商会在
近日都相继发布过公开信，促请各大
汽车厂家针对经销商目前“国五”标准
的库存车辆制定补救措施。
对此，全国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认
为，部分地区 7 月 1 日开始执行“国六”
排放标准，对车企来说也是压力巨大，
尤其是自主品牌，不仅要有符合“国六”
排放标准要求的产品，还要在短期内清
空库存，完成产品切换，难度不小。根
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2019
年 4 月汽车经销商综合库存系数为
2.0，同比上升 20.5%，环比上升 11%。
（来源：
《经济参考报》
）

捷豹、
捷豹
、
奥迪召回部分缺陷车
A4L 汽车，共计 974 辆；2019 年 4 月 14
日至 2019 年 5 月 16 日生产的部分国产
2019 款奥迪 Q5L 汽车，共计 1531 辆。
据悉，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在
组装过程中对个别的发动机低压燃油
管内壁造成预损伤，可能导致低压燃
油管泄漏燃油，极端情况下如果遇到
火源可能导致起火，存在安全隐患。
捷豹路虎(中国)决定自即日起，召

回 2018 年 4 月 11 日至 2019 年 1 月 7 日
生 产 的 部 分 2019 年 款 进 口 捷 豹 IPACE 汽车，共计 254 辆。
据悉，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由
于软件设置原因，在驾驶员制动时如
果发生电力再生制动系统未按要求介
入工作的偶发情况，摩擦制动系统补
偿制动力的响应时间不符合要求，存
在安全隐患。
（来源：
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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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已正式执行
□ 时报记者 吴雨 通讯员 文栋
记者从海东市交警支队获悉，市
为深入落实公安部“放管服”改革部
署，继续推出小汽车驾驶证全国“一证
通考”、分科目考试异地可办等八项系
列便民利民措施，已于 6 月 1 日起正式
实施。本期，记者根据介绍，重点讲一
讲“放管服”改革新措施之第一项，在
便利小型汽车驾驶证异地申领方面有
什么新举措。
据介绍，近年来，为适应人员大流
动、交通大发展的新形势，公安部不断
放宽驾驶证异地申领条件，简化申请
手续，方便在户籍地以外地方生活、工
作、学习的人员学车考证。
2018 年 6 月，公安部推出 20 项交
管“放管服”改革措施，推行小型汽车
驾驶证省内异地通考，申请人可持身
份证在全省范围内任一地市直接申领
驾驶证，无需再提交居住证或居住登
记凭证。目前，已有 54 万人省内异地
考领驾驶证，
受到群众普遍欢迎。
此次改革，公安部积极回应社会
关切，在认真总结评估省内异地通考
实施情况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宽小型
汽车驾驶证异地申领条件，推行全国
“一证通考”。申请人可以持本人居民
身份证在全国范围内任一地市直接申
领小型汽车驾驶证（C 类），不再需要
提交居住证或居住登记凭证，进一步
便利群众就近、自主考试领证。
对在内地工作、生活的港澳台居
民，可以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在全国
范围内“一证通考”，在任一地市直接
申领小型汽车驾驶证，无需提交住宿
登记证明等证明、凭证。
新政实施后，小型汽车驾驶证所
有业务实现全国“一证通办”，内地居
民持居民身份证，在全国范围内任一
地既可以新申请考领驾驶证，也可以
补领、换领、审验驾驶证，无需返回户
籍地，无需提交居住、暂住等各类证
明。港澳台居民持港澳台居民居住
证，可以在内地任一地市直接申请考
领、补领、换领和审验驾驶证，无需提
交其他凭证。未取得港澳台居民居住
证的港澳台居民，以及华侨、外国人申
请考领驾驶证的，仍按照原规定提交
相关证明凭证。
据相关部分数据估算，每年将惠
及新考领驾驶证 1200 多万人，补换领
和审验驾驶证 370 多万人次，仅交通
费一项就可为群众节省 200 多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