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田宣布在美追加
召回 330万气囊
涉及 15家车企
据美联社 1 月 7 日消息袁

日本汽车零部件制造商高田公
司日前宣布将在美国追加召回
330万个问题安全气囊遥高田安
全气囊召回已经成为了美国历
史上规模最大的汽车行业召
回遥

此次召回涵盖 2009尧2010尧
2013 年产的本田尧丰田尧奥迪尧
宝马尧戴姆勒商用车尧菲亚特克
莱斯勒尧福特尧通用尧捷豹路虎尧
马自达尧奔驰尧三菱尧日产尧斯巴
鲁和特斯拉车型遥 汽车制造商
本月末将向美国国家公路交通
安全管理局(NHTSA)提交涉及
车型的文件遥

高田利用化学硝酸铵发生
作用袁 在汽车发生碰撞时迅速
填充气囊遥 但暴露在高湿度和
高温情况下袁 该化学物质会因
变质而燃烧过快袁 从而弹开金
属罐遥 金属碎片会导致司机和
乘客受伤遥

目前高田问题气囊爆炸已
在全球范围内导致至少 20 例
死亡事件和 180起受伤事件遥

李煜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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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红旗 H7
官方指导价院

24.98万元至 47.98万元
新红旗 H7 共有六款车型袁分

别为 1.8T 技术型尧1.8T 豪华型尧
2.0T 豪华型尧2.0T 尊贵型和 3.0L
豪华型尧3.0L尊贵型袁有幻影黑尧钛
金灰和摩卡棕三款颜色供消费者
选择遥 售价为院1.8T 技术型 24.98
万元曰1.8T豪华型 27.98万元曰2.0T
豪华型 31.98 万元 曰2.0T 尊贵型
37.98 万元曰3.0L 豪华型 39.98 万
元曰3.0L尊贵型 47.98万元遥定位于
豪华 C级新商务座驾的新红旗 H7
演绎了野东方豪华冶风范尧定义了
野中国安全冶理念遥作为当代商务精
英的代表袁著名演员靳东为新红旗
H7代言遥

新能源汽车新政

能否打消消费者心头之虑？
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免征至 2020年 首付仅需全款的 15%就可购买

2017年 12月末袁 四部门发出的
一份通知袁给新政频传的新能源汽车
领域又带来了一个重磅利好遥 这份由
财政部尧税务总局尧工业和信息化部
以及科技部下发的通知明确袁自 2018
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袁我
国将对购置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
购置税遥

稍早前袁2017年 11月袁央行和银
监会联合发布叶关于调整汽车贷款有
关政策的通知曳袁 消费者仅需 15%的
首付款就可购买一辆新能源车噎噎
新政密集出台袁无疑将深刻影响行业
发展袁而消费者关心的则是袁他们对
新能源汽车的顾虑能否由此消除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 袁

2017年 11月袁新能源汽车销量 11.9万
辆袁同比增长 83%袁月度销量创历史新
高曰2017年 1耀11月袁 新能源汽车销量
60.9万辆袁同比增长 51.4%遥业内预计袁
2018 年新能源汽车产销量有望超过
100万辆袁到 2020年袁新能源汽车年产
销达到 200万辆袁 全国电动汽车的保
有量有望超过 500万辆遥

新能源汽车大卖袁野限牌冶 政策居
功至伟遥麦肯锡中国发布的叶2017中国
汽车消费者调查报告曳显示袁野限牌冶城

市买下了全国 60%的新能源汽车遥
2017年 12月 26日袁 近 284万人

参与北京今年最后一期普通小客车指
标摇号袁0.11%中签率再创新低遥 与此
同时袁超过 11万人在轮候新能源汽车
号牌配置指标袁甚至连 2019年的指标
也已被提前野预定冶遥

野排队摇油车袁比买彩票中奖还
难袁 用车是刚需袁 所以买了新能源
车遥 冶北京新能源车主张先生的想法
是野限牌冶城市新能源车主的普遍想
法遥

和北京一样 袁 上海 尧 广州 尧深
圳尧杭州尧天津尧贵阳等多个城市也
在执行普通汽车野限牌 冶政策 遥但是
很多城市均为新能源汽车保留了
绿色通道 袁可以通过单独的摇号系
统增加中签率或者直接取得上牌
指标遥

一项对国内六座城市新能源汽车
消费者的调查显示袁 限购大城市的新
能源消费车型主要以国产纯电动中端
车为主袁 三四线城市的则以国产低端
电动车居多遥

尽管百姓的接受度近年来有所提
升袁但续航野缩水冶尧充电难和小毛病频发
等新能源汽车的传统短板和痛点仍未得
到有效解决袁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尧尤其
是纯电动汽车仍有许多顾虑遥

野续航 300公里袁冬天开暖风袁续航
缩水一半遥冶北京一位车主今年年初花费
约 15万元袁购买了某知名汽车品牌一辆
具有野智能温控系统冶的纯电动汽车遥 但
野续航冶与野暖和冶不能兼得袁该车主表示袁
他经常为了省电而舍不得开空调遥

据了解袁 目前纯电动新能源汽车续
航里程普遍低于 400公里袁 大多数车型
的续航里程低于 300公里袁 虽然这个数

字正在逐年增长袁 但是冬季续航里程大
多会大幅缩水遥

野国家补贴 4.4万元袁 地方补贴 2.2
万元袁共补贴 6.6万元遥 即使这样袁这款
车的落地价格也要比同款燃油车型高七
八万元遥 冶花高得多的价钱袁买到了一辆
使用和体验不及燃油版车型的车袁 让新
能源车主陈铃感到野不平衡冶遥

目前袁 国内大多数新能源汽车是各
厂家在其已有燃油车型的基础上袁 通过
更换动力系统后生产出的袁 但其价格则
普遍高于同款燃油车型袁少则数万元袁多
则十余万元遥

更让新能源车主揪心的是汽车的安

全性遥 野新能源汽车毕竟是新鲜事物袁安
全性有待考验遥 冶说这话的袁是生活在北
京的肖挺袁直到上期摇号不中他才野被
迫冶转向新能源汽车排号遥 野举个例子袁
燃油汽车一般要经过碰撞测试袁 业内
有很多权威的测试遥 电动汽车在这方
面就没听说过遥 再比如袁电池遇到极端
情况下可靠性如何袁 这都让人难以放
心遥 冶他说遥

根据 叶2017中国汽车消费者调查报
告曳显示袁2016年袁人们不买电动车最主
要的原因有充电桩不足尧定价高等袁2017
年袁人们更担心电动车的质量尧安全性袁
对较长的充电过程也不满意遥

在政策大力推动下袁 我国已经成为
全球新能源汽车最大的市场遥其中袁与消
费者购车密切相关的就是购车补贴政
策遥目前执行的政策是袁中央财政和地方
财政根据纯电动续航里程按比例对购车
消费者补贴袁消费者购车最多可获得 6.6
万元遥

野如果地方补贴政策不变袁明年买长
续航的车会更划算遥 冶陈铃认为袁补贴向
高续航的车型倾斜袁 能让消费者得到更

多的实惠袁野电动车的续航里程每年都在
提升袁 国家补贴应该鼓励愿意投入技术
提升产品性能的厂商袁 车主花更少的钱
买到续航更高的车遥 冶

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
崔东树认为袁 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
税也将对市场产生良性拉动作用遥 以售
价为 20 万元/辆的新能源汽车为例袁免
征购置税将优惠 2万元遥此前发布的叶关
于免征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的公告曳

将于 2017年 12月 31日到期遥 野新能源
汽车免税政策需要稳定遥 冶崔东树说遥

分析人士认为袁 国家出台了许多政
策引导新能源汽车行业健康发展袁其中袁
类似购车补贴尧 免征购置税及降低首付
比例等和消费者直接相关袁 还有更多的
政策将推动汽车厂商生产更多高品质产
品袁间接为消费者带来利益遥 不过袁新能
源汽车要想提供给消费者和燃油汽车一
样的便捷性袁仍有待时间的积累遥刘芳宇

新能源汽车在野限牌冶城市大卖

痛点未除袁消费者顾虑难消

新政将推动行业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