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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市总体低迷之下，一则针对部分乘用车
车辆购置税减半征收的消息刺破阴霾。
5月31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宣布，对购

置日期在2022年6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
间且单车价格（不含增值税）不超过30万元的
2.0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减半征收车辆购置
税。新政落地后，购车人能节省多少钱？对车
市格局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4S店：优惠叠加

部分车型购置税全免

新政落地的第一周，记者在位于滨海新区
第四大街的一家汽车4S店看到，展厅中间8张
小白桌呈“一字线”被摆放在显眼的位置。部分
桌面上放着购车人的文件袋，里面依稀可见身
份证、户口本等。销售人员正“唰唰唰”地快速
书写，给客户计算着购置税减半征收后的总体
车价。“之前就想买车，赶上购置税减半征收了，
赶紧来看看。”一位拿着文件袋的消费者说。
自新政落地以来，各家4S店均推出了各种

各样的优惠信息。比如“试驾有好礼、购车有补
贴”“击穿底价、即买即提”“税全免、油加满”
等。在河西区的一家一汽大众4S店内，销售人
员表示：目前新车优惠活动较多，其中“探岳280
豪华智联版”这一车型直降4万元。
6月22日，记者在津南区的一家上汽大众

4S店咨询时发现，不少车型优惠力度很大。途
观、帕萨特等车型，购置税政策减免一半，门店
减免一半，对消费者来说，购置税等于全免了。

“比如途观，购置税1.8万元，政策减了9000元，
剩下的9000元我们从车价里给您优惠。厂家补
贴购置税的优惠活动就到这个月月底。”该店销
售员说。
采访中，多家4S店的销售人员表示，最近看

车的人很多，大家都在问购置税减半的问题。
销售人员指着一辆卡罗拉向记者介绍，这辆车
厂家指导价为12.78万元，其中购置税原本要1.3
万元左右，现在客户只需要交6500元左右。同
时最近还有数字人民币相关推广活动，预计可
以再优惠2000多元，加上厂商优惠，总体算下来
花费约11万元。
据部分4S店从业人员透露，今年以来，门店

销售并不理想，各方压力很大。如今有了新政
策，人流逐渐增多。“前半月我就已经卖了7辆车
了，都是购置税减免力度大的车。”一位4S店销
售员告诉记者。
随着车市大促销，市场上也出现了“燃油车

即将涨价”的消息。一位燃油车销售员私下表
示，不少车企正在酝酿涨价。“趁着销售热劲儿，
过些日子可能涨个万把块钱。”就这一消息，记
者询问了北京现代、上汽大众等门店，部分门店
表示：“有些车型一两个月前刚调过价，目前没
有接到近期涨价的通知。”

购车人：有人看重价格

有人看重配置

“我5月初就开始看新车，幸好那会儿没买，
要不成‘冤大头’了！”在购置税减半征收政策发

布的第二天，李女士就来到4S店看车。“我想买
大众高尔夫系列的车，赶上购置税优惠，能省1
万元左右。”她说。
有着20年驾龄、从事工程造价工作的老张

则是通过各大车友论坛了解到购置税减半征收
的消息。半年前，他刚换了新车。“我买车的时
候，厂商优惠了2万多元，现在的活动让人看着
眼花缭乱，优惠力度加起来不见得有之前大。”
老张目前开着一辆黑色的本田雅阁。在此之
前，他先后开过大众宝来、东风日产。“前两辆是
公司给配备的，现在的雅阁是我自己选的。因
为经常跑工地及参加应酬，车子要兼顾耐用、省
油、商务等需求。”老张说。
有人看重价格，也有人看重配置。“家里的

现代伊兰特开的年头长了，想换一辆空间大一
点的SUV，方便以后出去玩。我比较关心汽车
的配置，价格倒是其次的。”有着15年驾龄的车
主王先生坦言，“去露营或去海边玩，除了帐篷，
还有折叠桌椅、遮阳伞等，这些都占空间。我们
带着孩子出门，有些锅碗瓢盆也得备着，普通小
轿车空间不够用。”
据王先生介绍，他的第一辆车是花了8万元

买的现代伊兰特，至今已经开了10多年。当时，
自己也没有多少积蓄，主要考虑性价比。“后来
我和朋友一块儿经营公司，给公司买过一辆50
多万元美国克莱斯勒的商务车和一辆近20万元
的国产瑞风商务车。”王先生告诉记者，他买商
务车主要是为了接送客户。有时过来考察、调
研的客户有10多人。商务车空间大，后备箱能
装下10多个行李箱，偶尔临时办公、开个短会也

都没问题。
“现在事业比较稳定了，想多花点时间陪陪

家人，带老婆、孩子去周边转一转。”王先生告诉
记者，购置税减半征收是好事，但他目前更在意
车型和配置。“满足我的需求就行，价格相差不
了多少。”他说。

厂商：燃油车

新能源车“冷暖不一”

6月10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
据显示，1月至5月，国产汽车国内销售858.6万
辆，同比下降15.9%。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为
182.9 万辆，同比增长 108.7%；燃油车销量为
675.7万辆，同比下降27.6%。
近年来，相对于新能源汽车市场一派繁荣景

象，传统燃油车销量却日渐萎靡。本轮购置税减半
征收对于燃油车厂商来说，无疑是一针“强心剂”。
“政策发布之后，我们总订单量有所增长。实

际销量增长情况还需要持续跟踪。”上汽通用五菱
相关负责人表示，为响应国家促进消费政策，该品
牌在业内率先发布10亿元购车补贴政策。
“国家对30万元以内乘用车购置税减半征

收，大部分五菱宝骏车型均适用。目前符合政
策要求的车型库存是充足的。”该负责人对记
者表示，汽车产销量虽然在原材料涨价和新冠
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受到一定冲击，但随着购置
税减半征收、汽车下乡、消费补贴等多重政策
的落地，汽车产销量和相关产业链或将迎来回
升态势。

据一汽大众天津分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一汽大众天津工厂生产的所有车型都能享受购
置税减半征收的政策，目前工厂正全力生产，库
存充足。“我们近期已启动新车型的生产，该款
车型同样符合购置税减半征收的要求。”他对记
者表示。
不过，有些品牌的销量却不如预期。某汽车

品牌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其品牌燃油车99%
的车型都可以享受购置税减半征收的政策，但目
前来看，无论是30万元以下的车型还是30万元
以上的车型，整体销量并没有因购置税减半征收
而有明显的变化，客流量甚至比“五一”期间还略
有下降。“今年前5个月，人们经历了几波新冠肺
炎疫情，很多人的收入受到一些影响。疫情反复
也会让大家的消费预期有所降低。对于一些购
车人来说，差得不只是几千元的购置税，而是几
万元的经济收入。这就可能导致市场会经历一
个比较长的恢复过程。”
在广汽埃安销售经理杜萍看来，购置税减

半征收对于新能源汽车销售而言影响不是很
大。“政策降低了燃油车的购车成本。这对于正
在燃油车和新能源汽车之间徘徊的客户来说会
有一定影响，但对于已经决定购买新能源汽车
的客户可能不会有太多的吸引力。客户选择新
能源汽车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燃油车的牌照限
制和油价上涨。”她对记者说。
国信证券报告显示，经测算本轮政策有望

带来约150万辆燃油车的弹性销量，刺激2022
年6月至12月燃油乘用车销量增速约15%，提振
约8%燃油乘用车全年增速。

今年4月以来，上海等汽车产业核心地区
暴发新冠肺炎疫情，使汽车行业产业链供应链
承受着巨大压力。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22年4月

汽车产销呈现明显下降。当月产销量在120万
辆左右，为近十年以来同期月度新低。
5月31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

减征部分乘用车车辆购置税的公告》，就减征部
分乘用车车辆购置税有关政策做出正式要求。
而此前一周，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稳经济
一揽子措施，决定将阶段性减征部分乘用车购置
税600亿元。
本轮政策掷地有声。乘联会数据显示，6月

1日至12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51.9万辆，同
比增长14%(增幅较5月1日至12日下降21%的
同比增速，改善35个百分点)，环比上月同期增长
35%。乘联会表示，目前各地积极出台地方性车
市刺激政策，对车市复苏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通过实施 600 亿元汽车购置税减半征

收，促进主流消费群体恢复消费信心，降低主
流消费群体购买压力，必然有效拉动汽车消
费重回正常轨道。”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秘书
长王都说。

政策红利惠及主流购车人群

此次补贴能覆盖多少车辆？
乘联会数据显示，从2021全年汽车上险量

来看，燃油车销售占比86%，而2.0升及以下排
量的车辆是绝对的销售主力，占比高达84%。
另据长江证券研究报告显示，2022年1月

至4月不超过30万元的2.0升及以下排量乘用
车销量占比约65%，占燃油车销量80%以上。也
就是说，此次补贴范围能够覆盖大部分燃油车。
2021年以来，燃油车面临着较大的下行压

力。据乘联会数据显示，在2021年狭义乘用车
零售同比净增86万辆中，新能源车增长188万
辆，同比增长169%；而传统燃油车则减少102万

辆，同比下降6%。2022年以来，燃油车销量延
续了下降趋势。今年1月至4月，乘用车中燃油
车累计销售492万辆，同比下降18％。
“本轮政策的出台主要是针对乘用车中燃

油车的购车群体，因为新能源车是不交购置税
的。”王都对记者表示，政策福利直接发到消费
者终端，能够在当下带来新的消费。

减征扩容引领汽车消费升级

事实上，在本轮购置税减半征收之前，我国
分别于2009年至2010年、2015年至2017年推出
两轮政策刺激：我国对购置1.6升及以下排量乘
用车，2009年 1月 20日至 2009年 12月 31日、
2015年 10月 1日至 2016年 12月 31日期间按
5%、次年调至7.5%的税率征收车辆购置税，以
实现对汽车消费市场的提振。
在政策驱动下，2009年至2010年我国汽车

销量增速分别达45.4%、32.4%；2015年至2017年
我国汽车销量增速分别达4.7%、13.9%、3.0%。值
得注意的是，彼时政策仅适用于1.6升及以下乘
用车。
“当时我们建议1.6升及以下乘用车的购置

税减半征收，主要考虑的是拉动入门级消费群
体购车，改善其生活生产条件。”王都回忆上一
轮购置税减半征收时称，“补贴落地后，1.6升及
以下车型销量提升明显。而政策逐步退出后，
主流销售车型又回弹到了2.0升。这说明补贴
优惠明显拉动了消费需求结构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购置税减半征收还有望激

发汽车市场的换购需求。
在2009年至2017年，车市呈现爆发式增长

的态势。而近年来，高增长期的消费群体已逐
步进入换车周期。“如果设定10年为换车周期，
2012 年的购车人群会在 2022 年出现换车需
求。我们预计今年燃油车销量将达到2110万
辆，而换购的消费群体将占到总数的 65%左
右。”王都对记者说。

部分乘用车车辆购置税减半征收，会给二
手车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
听闻消息后，从业15年的二手车商吴先

生用浓厚的东北口音说：“这对‘准新车’冲击
最大，尤其是那种刚开1年至3年的二手车现
在不好卖了。”
据吴先生介绍，他的仓库里有100辆二手

车，其中八成为燃油车，也有少量车龄较短的
“准新车”。“之前我们收车的时候参考了同款
车型的市场价，比如本田飞度系列的一款车，
新车价格大概8万元，开了两年后，车况不错，
我们收车给了7万元，但现在很难卖出好价钱
了。”吴先生坦言，8万元的新车购置税减半
后，也就7万多元，所以大家可能会加点钱买
辆新车，而不是二手车。
“车龄越短的车，越容易砸手上。谁买二

手车还不看看新车的价格啊！”吴先生告诉记
者，这些车龄较短的二手车目前只能不挣钱或

赔点钱进行甩卖。新政对其他五年以上的二
手车影响则相对较小。
不过，吴先生最近的二手车生意大不如

前。“我们院里有20辆至30辆车，以前生意好
的时候一天能卖出2辆至3辆，现在一个星期
也很难卖出1辆。”他透露说，“受新冠肺炎疫
情反复、新车促销、同行竞争等因素影响，目前
我们的毛利率约5%，很多车可能得降价1万
元至2万元来卖。”
长期从事二手车买卖，吴先生的仓库里多

数是“国五”标准的二手车，以及少量“国二”标
准的经典老爷车。“贵的有100多万元的，便宜
的只需7000元至8000元。还有一些上了年头
的老爷车，主要卖给客户收藏。喜欢这类车其
实是一种情怀。”吴先生说。
一般来说，二手车交易无需重新缴纳购置

税，因为大部分原车主已经缴纳。但在二手车
市场，也有一些滞销的库存新车被用于二手交

易。“我们对接了一些汽车厂商，会采购那些在
市场上卖得不好或已经过时的库存车，其中的
燃油车需要缴纳购置税。”华北一位二手车出
口企业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平时有遇到客
户咨询买二手燃油车，但之前的报价没有竞争
优势，达成的交易很少。现在购置税减半征收
了，每辆车预计能给客户节省6000多元。未
来国外客户越是大批量采购，受益会越大。”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目前国内二手车市场

以散客居多，但在二手车出口业务中，很多车
商对接了国外一些汽车营运、租赁及出行公司
等商用客户；出口地主要分布在中东、非洲、东
欧、南美洲等地区。前述二手车出口企业有关
负责人表示：“我们的二手车贵的能卖到30多
万元，便宜的一般6万多元。目前，公司出口的
二手车以新能源汽车居多，但我们也正在更新
客户报价，未来结合客户需求会考虑采购一些
燃油车。”

趁着部分乘用车车辆购置税减半消息的持
续发酵，不少4S店除了打出各类诱人的优惠信息
外，还把“二手车置换”宣传摆在了显眼的位置。
据了解，二手车一般按照汽车的购买年限、

行驶里程、内部装饰、主要部件等来做评估。一
位二手车交易商告诉记者，在众多因素中，行驶
里程对评估价格影响较大。
一家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公司的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对于年头长的二手车，现在很多
客户不选择报废，而是去4S店以旧换新。“我
们以前一个月收2000多辆报废车，现在一个

月就收400辆至500辆。有的客户车开了十几
年，快到报废程度了，修也不值当的，就去4S
店做二手置换。”
采访中，多家4S店销售人员表示，几乎每天

都会接到客户“以旧换新”的相关咨询。一家4S
店的销售人员表示，上店里来做二手车置换的
主要有两类客户，一是碍于指标限制，只能卖一
辆车后再买一辆车；二是老车开了十几年，不值
得投入高额的维修费用了，所以以旧换新。
“您把旧车开过来，我们有专门的部门进

行二手车残值率评估，从车价里直接减去评估

后的价格。另外，以旧换新还能享受额外的置
换补贴。”该销售人员指着眼前的探岳举例称：
“比如这辆车现在报价22万元，店里有直降4
万元的优惠。您开了10年的现代伊兰特，比
如折价为3万元，那车价就是15万元。此外，
您还能拿到1万多元的补贴，除了保险等费
用，这辆车您不到14万元能提走。”
位于津南区的一家北京现代4S店的销售

人员表示，本品牌车置换，根据车型不同，置换
补贴从8000元至2.5万元不等。其他品牌车
的置换，补贴可能会少一些。

在稳经济的大背景下，国内汽车行业被

寄予厚望，政策“大礼包”接踵而至。

眼下，最让人关注的政策莫过于部分乘

用车车辆购置税减半征收了。由于新能源汽

车此前就已免征车辆购置税，因此最新政策

对燃油车来说无疑是重大利好。按照时间

表，年底前的优惠机会不容错过。自新政实

施20多天以来，相关影响便已显现——

置换业务

天津车市

业内解读

600亿政策“红包”惠及多少人？ “车龄越短的车，越容易砸手上”

以旧换新 有的车型置换补贴2万多

增指标 发消费券 激发购车热情
在部分乘用车车辆购置税减半征收的基

础上，天津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在稳经济的
大背景下，多措并举刺激车市。
6月起，天津在今年原增量指标配置额度

基础上，增投3.5万个增量指标。增投的指标
全部配置用于个人普通车摇号。
除此之外，多区发布了购车优惠补贴活

动，通过发放消费券等方式，进一步释放汽车
消费需求。
天津港保税区自 6月 16 日起计划发放

1000万元购车消费补贴。参与汽车销售企业
近50家，覆盖50余个汽车品牌。符合条件的
购车消费者，最高可享单车4500元的购车补

贴。信息一经发布，消费者热情高涨，购车客
流和成交量较购车补贴政策出台前双翻倍。
值得一提的是，补贴发布后的首个周末，进店
购车客流量是活动前的三倍；活动持续仅4
天，购车订单量就已破1400辆，预计拉动区域
社零额超2亿元。
天津港保税区商务局副局长张宏杰对记

者表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1月至4
月汽车消费市场不是很乐观，这是我们决定
要发放购车消费补贴的主因之一。”记者注意
到，本次活动提高了单车补贴的额度。对此，
张宏杰表示：“我们希望能真金白银补贴给消
费者，让消费者在短期内把计划购车转化为

实质购车。我们的商业发展思路就是通过打
造目的地消费场景，辐射天津乃至华北地区
消费人群。”
此外，河东区推出购车分期消费补贴活

动，西青区、津南区相继发放汽车消费券。
数字人民币消费券如今也成为政府刺

激车市的一个重要方式。据天津经开区金
融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6月，经开区启
动了数字人民币红包活动，前期已经发放
了200万元的汽车类消费券，以进一步拉动
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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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置税减半征收 新政给车市“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