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海东市交警支队工作人员文栋
介绍，自 6月 1日起正式实施的 10项

“放管服”改革的新措施，大大地方便
了驾驶员的出行。

就拿车牌来说，6月 1日起，个人
名下车辆已经可以申请互换号牌了。

据了解，如今的新措施扩大使用
了原号牌号码的范围。一是本人名下
车辆号牌号码可互换，在本市登记的
同一号牌种类、同一机动车所有人名
下的两辆非营运机动车可以互换号牌
号码，机动车所有人持身份证明、两辆
车的行驶证、登记证书、车辆标准照片
和号牌到市车管所、车管分所办理。
申请前，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将涉及车
辆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
故处理完毕。对已办理互换业务的号
牌号码，如机动车所有人申请再次互
换或者申请保留原车号牌号码的，自
办理互换业务1年后，方可提出申请。

二是保留原号牌号码延期至两
年，2019年 6月 1日后原车注销或转
移登记后，保留原号牌号码的时限由
一年调整为两年。2019 年 6 月 1 日
前，启用原号牌号码时限已超过一年
但申请时不足两年的，也适用该措施。

此外，临牌核发等业务可以由“4S
店代办”。全面推行汽车4S店代发临
时行驶车号牌，方便群众现场购车、现
场领临牌。西宁某 4S店工作人员表
示，在临牌申领时，电子申领审核步骤
更为严谨，要求购车者本人必须到
场。领取临牌不仅方便群众购车登记
后上路行驶，还因为在源头上实施电
子化信息现场录入，实名制临牌有效
杜绝了市场上假临牌的出现。

最后，要提到的是，车购税信息实
行“联网核查”。在本市办理车辆注册
登记时，车管所与本市税务机关联网
核查购置税电子信息，不再需要提交
纸质车辆购置税完税或免税证明。实
现车购税信息网上传递、网上核查，减
手续、提效率、降负担。对于5月31日
（含）以前已经办理了车辆购置税纳税
业务的机动车所有人，仍可持纸质车
辆购置税完税或免税证明到车辆管理
所办理车辆注册登记业务。

如果有人提出买车先缴预付金，
事后再返现的“优惠”时，一定要小
心。据北京朝阳警方表示，12名购车
者被骗合计 40余万元，4名犯罪嫌疑
人被警方刑拘。

4月中旬，北京朝阳公安分局东坝
派出所接到多名事主报案，称在参与
购车返现金优惠活动时被骗。

被骗者贾女士表示，在通过网络
平台搜索汽车销售方面的相关信息
时，发现了一条关于参与购车返现金
优惠的消息，称参加活动购车能返现
金。随后，贾女士拨打信息发布者支
某预留在网上的电话，对方表示，如果
通过他参加此次活动，提车不仅能打
折，还能从公司得到至少 3万元的购

车优惠金。
贾女士与家人盘算一番后，很快

与支某约定了提车时间。提车当天，
支某带领贾女士到东五环附近一家汽
车 4S店办理购车手续，并全程陪同。
在办理结束后，支某提出要先期缴纳5
万元预付金，待其向公司报请手续后，
会将 5万元预付金和 3万元返还款一
并打入贾女士的银行账户。之后，贾
女士按照要求，将 5万元打入支某公
司账户。

贾女士表示，事情过去半个多月，
账户却迟迟未收到对方承诺的 8 万
元。在和支某失去联系后，她便赶到
提车的 4S店了解情况，可该店工作人
员却表示并不认识支某。贾女士这才

意识到被骗了，到公安机关报案。
经警方对近期接报警情况进行梳

理后发现，与贾女士有同样遭遇的还
有十余人，被骗金额都在3万到5万不
等。根据几名事主提供的信息线索，
民警初步锁定 4名嫌疑人，并将嫌疑
人王某、张某、谷某、支某控制。

经讯问，4名嫌疑人对编造“购买
轿车给予优惠”谎言诈骗钱财的犯罪
事实供认不讳。经过警方初步核实，
此类案件共有 12 起，涉案金额 40 余
万元。

目前，嫌疑人王某、张某、谷某、支
某因涉嫌诈骗已被刑拘，此案还在进
一步审理中。

（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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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车返利”设局 4人被刑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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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因前大灯缺陷，大众集团
在美国将召回66.3万余辆Atlas跨界车
和Passat轿车。

近日，大众发言人 Mark Gillies 表
示，车辆大灯上可能没有安装水平调
节螺旋盖，存在缺陷，约 11.6 万余辆
大众 2018-19年款Atlas以及 54.7万余
辆 2012-20 年款 Passat 车型将受其影
响。这些车辆由大众查塔努加工厂

生产。
Gillies同时表示，不正确地调整车

头灯可能会降低司机和其他驾驶员的
能见度，从而增加撞车的风险。因此，
按照联邦法规需要召回这些车辆。目
前，大众尚未接到与此次召回有关的事
故或受伤报告。

大众将对召回车辆进行检查，并
在必要时安装缺少的水平调节螺旋

盖。召回及客户通知工作预计将于本
月开始。

6 月份，大众在美销量同比增长
9.6%，大概近 3.2万辆。其中途锐、Ti⁃
guan和Atlas跨界车占大众 6月份销量
的53%，大众SUV销量已连续五个月超
过轿车销量。相比之下，Passat 6月份
在美销量下降了79%。

（来源：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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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1-6
月，我国狭义乘
用 车 累 计 销 量 为
9954232辆，下滑幅
度达9.3%，而这已是
建 立 在 5 月 、 6 月

“国五清库存”带来
销量大幅提升之上的
成绩，因此综合来
看，2019 年上半年
我国车市仍呈现
艰难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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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保留两年可以保留两年
□ 时报记者 吴雨

6 月，我国狭义乘用车销量达到
1766040辆，环比上升 11.6%，同比上涨
4.9%，车 市 时 隔 12 个 月 后 再 迎 正 增
长。综合 1-6月，我国狭义乘用车累计
销量为 9954232 辆，下滑幅度达 9.3%，
而这已是建立在 5 月、6 月“国五清库
存”带来销量大幅提升之上的成绩，因
此综合来看，2019年上半年我国车市仍
呈现艰难局面。

而在 6月新能源补贴进入过渡期的
情况下，新能源车仍批发 13.4 万辆，环
比增长 38.7%，同比增长 98.7%；1-6月，
全国新能源狭义乘用车共销量 57.7 万
辆，同比增长 65.9%，显示出新能源汽车
市场已由政策推动向市场推动方向快

速转型。
7月8日，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

会（以下简称“乘联会”）发布数据显示：6
月，我国狭义乘用车销量达到 1766040
辆，环比上升 11.6%，同比上涨 4.9%，车
市时隔 12个月后再现月度正增长。但
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
树表示，“6月车市销量的异常反转，主要
源于经销商迫切需要在 7月 1日前清理
完‘国五’库存车辆，但大幅降价清库存
无疑令经销商损失巨大，因此 6月车市
销量的提升并不能代表车市真正回暖。”

聚焦至上半年，1-6月，我国狭义乘
用车累计销量达到 9954232辆，下滑幅
度达 9.3%。而这已是建立在 5月、6月

“国五清库存”带来销量大幅提升之上的
成绩，因此综合来看，2019年上半年我国
车市仍呈现极其艰难的局面。

同时，“国五国六”切换对汽车生产
也带来了极大影响。5月，受国五车型减
产、国六供给不足影响，狭义乘用车产量
同比下降达23.2%。而至6月，狭义乘用
车共生产1564980辆，环比上涨6.4%，同
比下滑幅度略有缩小至 17.6%，体现出

“国五国六”切换过程虽对市场造成了很
大冲击，但目前来看进程已相对顺利，国
六车型产量开始逐步提升。综合来看，
1-6月，狭义乘用车共生产 9761992辆，
下滑幅度仍达到16.3%，车市低迷尽显。

（来源：《经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