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虽然每年只减少几十
元，但新的车船税法起到了
价格杠杆作用，促使消费者
转变观念，鼓励购买小排量
汽车。”骊威车主李小姐在谈
到新车船税法时表示。截至3月
1日，新车船税已经实施两个
月，那么新车船税对消费者影
响几何，又能否真正起到节能
减排的效果呢？且听笔者从一
线市场了解到的详细情况。

政策导向

小排量车获益

据悉，新车船税最大的
变革是，乘用车要按照发动
机排量大小计征车船税。相

比老标准，新标准按排量征
收的征收结构更加细化，征
税范围也更加广泛。因此，根
据新调整的车船税实施条
例，小排量车车主已成为政
策受益者。虽然新条例规定
每辆车的年基准税额起点并
未发生变化，仍为60元，但终
点则大幅提高至5400元，是
现行标准的8倍多。

车主李小姐的爱车是排
量1 . 6升的骊威，以往车船税
税额为420元左右，新规定实
施后，1 . 0升以上至 1 . 6升
(含)的年基准税额下调，目
前骊威每年上缴的车船税额
是350元。李小姐认为，虽然
税额只减少了几十块，但是

对于开经济适用型小车的车
主来说是一个利好的信号。
李小姐还表示：“对于普通消
费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各方
面都要省钱，我之所以选择
骊威也是由于其实用的大空
间、厚道的价格以及燃油经
济性，其实除了车本身外，能
从用车成本上节省也是一个
重要途径。”

“不难看出，1 . 0升至2 . 0
升之间的小排量车型是新车
船税的最大受益者，对于有
意选购小排量汽车的消费者
来说这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东风日产某专营店销售经理
张先生表示：“特别是1 . 0升
以上至1 . 6升(含)的税额，由

原来的360元至660元，降为
300元至540元，明显有利于
小排量汽车销售。”

新车船税法

促进节能减排

按照新规定，车船税法
按照排气量不同共划分了7
档标准，分别做出降低、不变
和提高的结构性调整。对占
现有乘用车总量87%左右、排
气量在2 . 0升及以下的乘用
车，税额幅度适当降低或维
持不变；对占现有乘用车总
量10%左右、排气量为2 . 0升
至2 . 5升(含)的中等排量车，
税额幅度比原来增加3%左

右，对排量为2 . 5升以上排量
的车型，税额幅度比以往税
额幅度有较大提高。

新通过的车船税法还明
确规定，对节能、新能源等车
船，可以减征或者免征车船
税。可以说，新车船税法起到
的是价格杠杆作用，旨在让
消费者改变消费观念，政府
希望借此政策引导消费者购
买小排量汽车，起到节能减
排的作用，减少环境污染。

业内人士表示：“以往车
船税无论是排量大小都是一
刀切，所以很多徘徊在购买
1 . 6升左右的消费者，无形中
选择了1 . 8升、2 . 0升，而现在
实施的新车船税法是一种鼓

励小排量发展的做法，同时，
也是国家推广节能减排大目
标下的又一践行政策。”新车船
税法与国家近年来鼓励小排量
车发展以及节能减排的方针一
致，因此，也被业内看作是又一
利好小排量车型的新政。

笔者认为，近几年的市
场实践表明，车船税法的改
革并非是消费者购车的决定
性因素，一项新法规并不是
改变大排量畅销局面的唯
一、立竿见影的办法，但不可否
认，从税费改革的长远来讲，这
是促进国家节能减排、绿色环
保的又一股新力量，它对于小
排量车型的推广、促进、导向
作用将日益显现。 (若非)

为感谢广大泉城消费者
对比亚迪汽车的厚爱，东岳
运发比亚迪销售服务店联合
比亚迪厂家在3月1日至3月
31日期间特举办“百万感恩
再升级 新老朋友都有礼”
感恩活动，活动期间比亚迪
老客户介绍新客户到东岳运
发购买2 0 1 2款比亚迪G3，
G3R，购车成功后，在享受
3 0 0 0元节能惠民补贴基础
上，新老客户更可共享2000
元感恩大礼，本次活动数量
有限，先到先得！机会不容错
过！

随着全民挚爱车型2012
款比亚迪G3、G3R的全面上
市，广大消费者对新款比亚
迪G3 G3R的关注度持续提
升，新款比亚迪G3最大的亮

点是发动机的全面升级，其
搭载了拥有VVL(可变气门
升程)技术和EGR(废气再循
环系统)技术的BYD 473QE
发动机，相较于老款车型所
使用的473QB发动机，最大
输出功率增至109马力，峰值
扭矩达到145牛米，在享受新
款发动机带来的超低油耗的
同时，更享国家3000元节能
惠民补贴，可谓超经济超实
惠的精品车型！

心动不如行动！现在到
店赏车试驾，更多优惠等你
来拿！

经销商：济南运发汽车
贸易服务有限公司

销售地址：济南市二环
南路7136号(济南大学西校区
东南门对面)

销售热线：82765166
82765137

商河店：84803388

章丘店：83278158

济阳店：81171318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
国机动车市场发展迅猛，截
至2011年底，全国机动车保
有量为2 . 25亿辆，其中汽车
达到1 . 06亿辆；全国机动车
驾驶人达2 . 36亿人。

近五年，中国机动车保
有量保持较快增长速度，年
均增量达1591万辆，2011年
全年增加1773万辆。山东、广
东、河南、江苏、河北、浙江、
四川、安徽等8个省的机动车
保有量超过1000万辆，其中
山东、广东机动车保有量超
过2000万辆。2011年，广东、
山东、云南、四川等4个省的

机动车年增量超过100万辆，
其中广东省机动车年增量最
高，达130万辆。全国共有23
个城市的机动车保有量超过
100万辆，其中，北京、重庆、
成都、上海、广州、杭州、天津
等7个城市的机动车保有量
超过200万辆。

2011年，中国汽车、摩托
车分别增加1493万辆、260万
辆，汽车保有量超过1亿辆。
汽车占机动车的比率首次超
过摩托车，中国机动车结构
由摩托车为主向汽车为主转
变。全国14个城市的汽车保
有量超过100万辆，其中北京

汽车保有量超过470万辆。私
人小、微型载客汽车迅速增
长，保有量超过6100万辆。

近五年，中国驾驶人数
量年均增加1986万人，2011
年全年增加2269万人。目前，
机动车驾驶人数量超过2 . 3
亿，其中，驾龄不满1年的新
驾 驶 人 所 占 比 率 达 到
1 1 . 0 9 % 。女 性 驾 驶 人 占
18 . 96%，比去年提高了1 . 37
个百分点。广东、山东等7省
驾驶人数量超过1000万人，
广东省驾驶人数量超过2000
万人，居全国第一。

(邹伟 史竞男)

3月3日，以“传承经典 全面领先”为主题的全新凯美瑞山东试驾挑战赛在青岛国际博览
中心广场火热启动。来自山东省17地市的60余家媒体嘉宾参与了本次活动。现场百米加速制动
体验、弯道障碍挑战、竞品车对比测试、趣味绕桩挑战赛等精彩环节，让前来参加活动的嘉宾亲
身体验了全新凯美瑞在动力操控、技术品质上的跨越性突破与改变。记者跟随三辆2 . 5L顶配凯
美瑞车队一路从济南开到青岛，其噪音表现、燃油经济性、高速稳定性和驾控感受表现十分出
色，让人印象深刻。 (翔宇)

3月1日，东南汽车在厦
门举行2012款V3菱悦上市
发布仪式，共面向市场推出
了10款车型，售价为5 . 98-
8 . 89万元。

2012款V3菱悦携“3大
进化”、“5大增配”、“12项幸
福升级”炫动亮相。外观方面，
新款V3菱悦采用了横幅式镀
铬饰条水箱格栅，前雾灯调整
为极具时尚感的倒L形，此外
还采用了更加坚固的的蜂窝
进气格栅、立体感外开把手、
八幅条款型铝合金轮毂以及
嵌入式双排气管；内饰方面，
空调出风口和中控台均采用
高质感钢琴烤漆工艺；动力方
面，V3菱悦搭载三菱4A91
1.5L全新全铝发动机，该发动
机是三菱目前在全球最先进

的 小 排 量 发 动 机 ，采 用
MIVEC可变气门正时技术，
最大功率88KW，最大扭矩达
到了143Nm，排在同级别前
列；在驾车安全性与用车智
能化方面，2012款V3菱悦新
增NAVI导航、倒车CCD视

频影像搭配TPMS胎压监
测 ；智 能 配 备 方 面 ，
KEYLESS智能无钥匙遥控
系统与定速巡航系统继续出
现在2012款V3菱悦中，7万
元车型更是配备了一键触控
式电动天窗。 (晓寒)

百万感恩再升级 新老朋友都有礼
——— 老客户介绍新客户到店购车

新老客户共享2000元大礼+3000元惠民补贴

车船税实施两月

小排量车或成最大受益者

中国汽车保有量突破1个亿
山东省机动车保有量居全国首位，驾驶员突破千万人

全新凯美瑞专业试驾会青岛举行

2012款V3菱悦上市 售价5 . 98-8 . 8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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