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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起，二手车市行情看涨——

二手车交易登记开启“跨省通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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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小型非营运客车二手
车交易登记试行“跨省通办”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机动车保有量
达3.8亿辆，驾驶人达4.65亿人，今年一季度
新注册登记机动车 996万辆，创同期历史新
高，机动车和驾驶人数量保持高速增长态
势。公安部交管局有关人士表示，2020年我
国公安交管部门共办理汽车转移登记 2481
万笔。其中，二手车跨省跨市转移 555.6万
笔，占22.39%。

为进一步促进二手车交易行业发展，公
安部会同商务部、税务总局推行小型非营运
客车二手车交易登记跨省通办，档案资料网
上转递，对异地交易二手车的，可以就地直
接办理车辆查验、登记，无需返回登记地验
车、办理转出，变“两次登记查验”为“一次登

记查验”，减少两地往返。
据了解，本次“跨省通办”二手车新政将

于6月1日开始在江西南昌等20个城市试点
推行；9月1日起，直辖市、省会市、自治区首
府市、计划单列市全部推行；2022年在全国
全面推行。

高端中大型车和自主品牌
二手车交易价值攀升

据中汽协发布的 2021年最新一期汽车
保值率报告，在二手车市场中大型 SUV 和
MPV 为最保值车型，除车辆本身实用性较
高外，其单价高、车主置换周期长的特点也
是保值率高的重要原因。同时，小型车保值
率也有所上升，原因在于该级别产品供应量
明显减少，供需关系发生转变。

在二手车交易价值攀升较快的中大型
轿车细分市场，大部分产品均为高端品牌，
该数据的上升基本以BBA车型（奔驰、宝马、
奥迪）等高端品牌二手车价格上升为主。在
自主品牌中有长安、名爵、奇瑞、荣威等二手
车价格均在上涨。专家表示，除长城、吉利
等民营企业外，一汽红旗、广汽传祺、上汽名
爵、荣威等二手车交易价值攀升可圈可点。

南昌华宏二手车望城店负责人表示，除
了二手车行业政策利好外，至关重要的是车
辆产权要明晰、车况要透明、交易流程便捷、
售前严选、售中承诺和售后要有保障，这些

是二手车车源交易的市场保证。

汽车开多久转入二手市场
或置换新车更合算

二手车交易价值的行情看涨，作为车主

要不要立刻卖旧车买新车？自己的车开多

久转入二手市场或置换新车更合算？汽车

达到一定使用时间后，刹车、转向、线路等各

种机件会老化，存在不少隐患，轻者会发生

抛锚，重者会发生自燃、爆胎、刹车失灵等严

重事故，安全隐患相对比较大。

按照二手车的基本市场规则，新车前 3
年每年折价 15%，第 4年到第 6年，每年折价

10%，最后 3 年每年折价 5%，第 10 年起另

算。以一辆购入价格为10万元的汽车为例：

第一年：10× 0.15=1.5 万元，10-1.5=8.5 万

元 ；第 二 年 ：8.5 × 0.15=1.275，8.5-1.275=
7.225 万 元 ；第 三 年 ：7.225 × 0.15≈1.08，
7.225-1.08=6.145万元。也就是说，3年下来

该车大概还能值6.2万元。

业内人士表示，一般车辆使用到第 3年

或第 6年，转入二手车市场或置换新车相对

划算。即便是第 6年，车辆也还不至于到没

人要的程度，一部分以代步为需求购车的消

费者，普遍有“买辆旧车练练手”的心态，更

愿意选择一辆 6年以内、性能相对较好的二

手车来满足自己的需求。 （吕东来 文/图）

汽车召回制度出新规了，不再只是因
为有安全隐患或问题召回，未来汽车尾气
排放不达标，车企也要召回。5月20日，市
场监管总局联合生态环境部制定并发布

《机动车排放召回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
定》)，将产品召回由安全召回扩展至排放
召回，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规定》共34
条，主要对《规定》适用范围、基本概念、监
管体制及职责划分、生产者及经营者义
务、召回管理程序、法律责任及信用管理
等作出规定。

根据《规定》，生产者排放召回义务
与安全召回基本一致，仅在排放风险信

息报告环节根据排放召回特点进行了调
整，新增了生产者需报告排放零部件名
称、质保期等信息。而在信息追溯管理、
风险信息报告、主动调查分析与配合、停
止生产经营、召回计划报告与发布、召回
报告提交等义务与安全召回一致，未新
设相关经营者义务。同时，《规定》关于
排放召回的相关时限要求也与安全召回
一致，确保了召回监管工作的连续性和
协调性。

《规定》结合市场监管总局和生态环
境部两部门各自技术特长，对《大气污染
防治法》中规定的环境保护召回会同机

制的职责分工进行了明确。市级以上生
态环境部门负责收集和分析机动车排放
检验检测信息、污染控制技术信息和排
放投诉举报信息，并将可能与排放风险
相关的信息逐级上报生态环境部，并与
市场监管总局加强信息共享。市场监管
总局负责建立机动车排放召回信息系
统、接受生产者召回计划的报告、向社会
公布召回信息，会同生态环境部开展信
息和技术会商、缺陷调查与认定、召回实
施情况的监督以及效果评估、责令召回
等工作。必要时，两部门的下一级行政
机关受委托可以承担其行政区域内的机

动车排放召回监督管理的有关工作。两
部门技术机构受委托承担排放召回的技
术工作。

《规定》发布后，市场监管总局将联合
生态环境部制定相关指导性文件，进一步
增强《规定》的可操作性和可执行力；同时
开展全国范围的宣贯培训工作，使机动车
生产者、零部件生产者和从事机动车销
售、租赁、维修活动的经营者都能了解《规
定》要求，自觉规范自己的生产、经营行
为，依规履行自己应当履行的召回或协助
召回义务；使广大消费者知悉《规定》，依
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欣 悦）

5 月 22 日，从长安福特江西区
域获悉，以“幸福焕新 全城热爱”
为主题的新一代福睿斯在南昌发
布上市。新一代福睿斯内饰变化
十分彻底，采用了“游艇式”环抱设
计，且纵向层次感分明，中控饰板
采用了镭雕工艺高光黑面板和深
空 LED 氛围灯，点亮效果很漂亮。
三幅式运动方向盘造型年轻时尚，
握感扎实。挡杆采用飞航式设计，
中控屏下方饰板采用皮革包覆，辅

以精致的缝线，内部填充物柔软厚
实。同时，空调和后挡风玻璃加热
等常用功能均保留了实体按键，并
且旋钮还做出了不错的阻尼感和
段落感。

新车全系标配双10.25英寸车载
智联大屏，双屏联动响应时间仅 0.2
秒。方向盘左边多功能区域还专门
设置了一个微信按钮，可直接用车载
微信进行语音回复。此外，全息标配
了直显式胎压监测系统。新一代福

睿斯车身尺寸为4633×1825×1490毫
米，轴距为 2687毫米，较大的尺寸和
轴距带来了宽敞的后排空间。新车
全方位配备 6安全气囊，侧气帘更是
覆盖了整个后排侧面。新一代福睿
斯采用高强度笼式车身，配备最高强
度达 1500 兆帕的高强度马氏体钢。
新车搭载了一款 1.5L自然吸气发动
机，匹配 6AT 变速箱，输出 122 匹马
力，百公里油耗低至5.7L。

（郭志颖 王 鑫 文/图）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
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关于推动
城市停车设施发展的意见》，明确
到 2025 年居住社区、医院、学校、
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停车需求基
本得到满足。

《意见》指出，到 2025年，全国
大中小城市基本建成配建停车设
施为主、路外公共停车设施为辅、路
内停车为补充的城市停车系统，社
会资本广泛参与，信息技术与停车
产业深度融合，停车资源高效利用，
城市停车规范有序，依法治理、社会
共治局面基本形成，居住社区、医
院、学校、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停车
需求基本得到满足。到2035年，布
局合理、供给充足、智能高效、便捷
可及的城市停车系统全面建成，为
现代城市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意见》明确，做好城市停车普
查，摸清停车资源底数，建立城市
停车设施供给能力评价制度。统
筹地上地下空间利用，科学编制城
市停车规划。《意见》指出，加快停
车设施提质增效，强化资金用地等
政策保障。营造良好市场环境，允
许中小微企业和个人申请投资运
营公共停车设施。健全主要由市
场决定价格的停车收费机制，完善
停车管理法治保障。 （业 鹏）

《江西省重大基础设施、
新型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领域
项目大会战专项行动方案》近
日发布，提出今年交通基础设
施领域实施重点项目239个，
计划完成投资1115亿元。据
了解，今年起我省将开展为期
3年的工业、农业、服务业、重
大基础设施、新基建、公共服

务六大领域“项目大会战”，力
争每年完成投资 1万亿元以
上。交通运输领域，我省将加
快构建安全、便捷、高效、绿
色、经济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
系，着力打造发达的快速网、
完善的干线网、广泛的基础
网，推动城乡区域交通一体化
水平大幅提高。 （辛 化）

交通基础设施领域实施重点多

我省交通投资今年将超千亿元

5 月 19 日，为扭转受疫
情影响的航空配餐业务，南
昌机场联合南方航空公司创
新了特色飞机餐“大碗粉”江
西铅山汤粉——骨汤加牛肉
浇头配上酸豆角、萝卜干等
各色小菜。据了解，为了配
合南航配餐部做好赣餐“大
碗粉”的设计，南昌机场前后
六次送餐给广州南航总厨进

行审查。厨师长积极沟通收
集意见，在配菜配料上追求
精益求精，前后八次改进餐
谱配方。专家表示，“大碗
粉”将于6月1日南方航空航
班上线，此举或将成为赣餐
的一个新品牌，让南航的旅
客享受江西的风味和美味，
并促进各航空公司的配餐创
新升级。 （江 宇）

南昌机场携手南航推出赣餐

将启动特色飞机餐“大碗粉”

5 月 23 日，从奇瑞汽车
南昌4S店获悉，该品牌SUV
车型瑞虎 8在经历三年市场
打磨后，车辆外观设计更加
大方，大嘴式的进气格栅，黑
色的中网配备点阵样式的镀
铬饰条比较简洁。全新奇瑞
瑞 虎 8 的 长 宽 高 分 别 为
4700× 1860× 1746毫米，轴距
为 2710毫米，新车中控台的
大部分区域升级为木纹饰

板，10.25寸的悬浮式多媒体
屏幕是该车智能化新亮点。
新车的动力是一款1.6T发动
机，传动上匹配的是格特拉
克7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最
大输出功率为197马力，峰值
扭矩为 290牛/米，百公里油
耗仅 7.4L左右，新车将基于
奇瑞 T1X 专属 SUV 平台打
造而成，并且还配备了ACC
雷达等配置。 （周 友）

换装1.6T发动机搭载ACC雷达

奇瑞瑞虎8用三年升级新车智能化

根 据《缺 陷 汽 车 产 品
召回管理条例》和《缺陷汽
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实施
办法》的要求，市场监管总
局发布最新信息显示，截
至本月中旬，已有 17 家公
司向市场监管总局备案共
44 份进口汽车召回计划，
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召回
共 301 万辆进口汽车（其中
含部分国产汽车，召回计

划未予区分）。其中，召回
总数最多的汽车品牌为梅
赛德斯-奔驰，共备案召回
273 万辆，占全部召回进口
汽车的 90.8%，是其他所有
品牌总和的 9 倍，排名第二
的丰田汽车不到 12 万辆。
此外，在召回品牌/型号最
多的汽车中，梅赛德斯-奔
驰以 19 个品牌/型号高居
榜首。 （任 民）

市场监管总局：

17家公司备案召回共301万辆进口汽车

近日，韩国某科技公司
研发了一种技术，能够从废
弃电动汽车电池中回收金
属。该公司表示，通过干法
熔炼技术（直接熔炼）从废
弃电池中回收了 95%的金
属，包括镍、钴和铜；通过除
尘设备回收了 90%以上的
锂，该公司已对其直接熔炼
技术进行了专利申请。目
前，传统从废弃电动汽车电

池中回收金属所采用的技
术是湿法浸出技术（湿法冶
金），此种技术能够将二次
电池分解为电芯，更适合用
于回收大型电动汽车的电
池，如重量达 400 千克或以
上的电池。该公司计划打
造废弃电池处理的大型工
厂，力争每年能够处理 5 万
至 10 万辆电动汽车的废弃
电池。 （卜 奇）

韩国研发新型汽车电池回收技术

汽车电池回收率达95%

近日，江西各地数
百家二手车经销商云
集南昌。在华宏质选
二手车望城店内，大批
4S 店试驾车和跨区域
流通的近百辆二手车，
被 二 手 车 商 争 相 抢
订。二手车市缘何行
情看涨？

根据商务部、公安
部、税务总局联合印发
的《关于推进二手车交
易登记跨省通办便利二
手车异地交易的通知》，
今年6月1日起，将在南
昌、太原、沈阳、上海等
20个城市试点推行小型
非营运二手车异地交易
登记，2022年将在全国
全面推行。专家表示，
本次二手车交易登记

“跨省通办”新政的落地
实施，从制度方面将全
面解决二手车异地交易
周期长、不便捷等问题，
将进一步促进江西二手
车交易行业快速发展。

两部门公布《机动车排放召回管理规定》

7月起机动车存在排放危害须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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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福特在南昌发布新车型
新一代福睿斯上市

近日，ARCFOX极狐智
能汽车携手华为在各地车展
频频亮相，旗下阿尔法S 华为
HI版车型引发了业内外的广
泛关注。这款搭载整套华为
HI 智能汽车解决方案以及

“Huawei Inside”车身标记的
车型，被认为是北汽在电动智
能化技术上的集大成之作。
同时，也被看作是华为作为汽
车的增量部件提供商的首次

“留名”之作。（文 衷 文/图）

华为赋能北汽蓝谷

ARCFOX极狐智能汽车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