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7月，国家工信部发布了《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法》修正案（意见

征求稿），提出了低油耗车型概念，并将这类车型列入新能源积分统计系统之中。此举为油电混合动力

汽车的发展，打开了一扇新大门。据悉，本次主要修改内容包括三部分，一是修改了传统能源乘

用车适用范围；二是更新了2021-2023年新能源汽车积分比例要求，并修改了新能源汽车

车型积分计算方法；三是完善了传统能源乘用车燃料消耗量引导和积分灵活性措

施，并将低油耗的传统能源乘用车纳入了新能源积分统计系统之中。

交通运输部：
全国ETC用户破9000万增19.5%

日前，交通运输部发布消息称，截至 7月 23日，全国
汽车ETC用户总量达到 9151万，较去年增涨 19.5%。据
了解，上半年我国 ETC 用户规模增速明显加快，较去年
底净增1495万，目前全国日均汽车ETC发行量约42万，
是去年日均发行量的 7倍。专家表示，目前我国已有 25
个省份启动ETC门架系统建设改造工程，累计建成ETC
门架系统 476套；9个省份启动收费车道建设改造工程，
累计完工323条。今年7月1日起，交通运输部严格落实
对 ETC 车辆不少于 5%的通行费基本优惠政策；对通行
本区域的ETC车辆实现无差别基本优惠政策，力争6—8
月份全国新增ETC用户2000万个，高速公路通行效率明
显提升。另悉，交通运输部还发布了行业标准《收费公路
车辆通行费车型分类》，印发了贯彻落实通知，明确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统一实施。重大节假日免费、鲜活农
产品运输“绿色通道”等政策优化完善工作进展顺利，将
于近期出台。 （辛 化）

甲醇能源新应用
八部委指导部分地区发展甲醇汽车

近日，远程汽车品牌生产的 M100 甲醇重卡在四川
南充下线并投入市场，成为全球首款甲醇重卡，实现甲醇
能源应用的新突破。作为国际公认的清洁能源，甲醇燃
料组分单一，低碳、高含氧，由于燃烧充分，可有效减少有
害气体的排放。有关数据显示，甲醇作为车用燃料，
PM2.5 排放比汽柴油少 80%—85%，氮氧化物排放少
60%—80%，一氧化碳排放少75%—90%，将其作为车用燃
料对于节能减排有重要意义。不久前，工信部、国家发改
委等八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甲醇汽车应
用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在有条件的地区发展甲醇汽车，
强化甲醇汽车产业合理布局，加快完善产业政策、技术标
准和市场应用保障体系，提高市场应用水平”，并特别指
出重点在山西、陕西、贵州、甘肃等资源禀赋条件较好
且具有甲醇汽车运行经验的地区，加快 M100 甲醇汽车
的应用，鼓励在有条件地区的公务、出租、短途客运等
领域使用甲醇汽车。在政策推动下，甲醇能源应用步入
实质性阶段，不断取得新进展。据了解，目前我省赣州
市经开区与中商国信签订了“新能源智慧产业链”项目
合同，计划投资 101.5 亿元人民币，大力发展甲醇汽车、
甲醇设备等。 （宗 和）

出行平台须依规定运行
顺风车行业亟待标准出台

为满足公众安全便捷出行，推动顺风车行业健康发
展，7月 29日，在“全国顺风车行业标准课题研究会”上，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共享出行分会、城市智行研究院等科
研机构围绕“平台、车主、乘客三方关系与责任边界”、“平
台运营规范标准”、“平台安全保障措施”等进行研讨。业
内专家表示，随着顺风车平台与公安警方等部门多层面
接轨，平台自身安全保障体系日益完善，顺风车行业整体
的发展取得了诸多进步，公众对顺风车出行方式的认知
也更趋理性，可以说顺风车行业迎来健康发展的黄金
期。嘀嗒出行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各家出行平台往往
按照内部规定来运行顺风车业务，在平台、车主和乘客的
三方责任关系，运营规范标准如发单机制和定价体系，安
全保障体系建设如人车准入标准和行程中监控等方面，
尚无一个可参考的通用标准，顺风车行业缺乏统一的标
准规范来进行惩戒和约束。” （于 洋）

汽车零部件企业六成净利下滑
行业低利润运行成常态

受今年上半年汽车销售形势较差影响，近日，中汽协
下调了年初对于2019年汽车销量的预判，预计2019年全
年汽车销量为 2668万辆左右，同比下滑 5%。这意味着，
2019年我国汽车销量或将再次出现同比负增长，且下滑
幅度高于 2018 年。专家表示，整车产销量跌跌不休，与
之对应的零部件公司似乎也难逃厄运。数据显示，截至
7月24日，沪深两市共计56家上市汽车零部件企业公布
了 2019 年半年报业绩预告。其中净利润预喜公司为 15
家，占比29.41%；因种种原因出现业绩预减、略减、增亏、
首亏的公司为 41 家。按照预告净利润最大变动幅度来
看，净利润同比下滑企业达36家，占比达64%；从预告净
利润下限来看，7 家汽车零部件企业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超过1亿元，占比仅为12.5%。“汽车零部件行业
本就处于低利润状态下运行。”有业内专家表示，特别是
对于原材料占成本比重较高的企业，对于宏观经济走势
和原材料价格尤为敏感。未来，汽车零部件企业亟待通
过研发技术含量高的高附加值产品以有效抵御风险。

（梓 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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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天要当心汽车自燃
汽车自燃的原因主要包括电线、油路老化，从而产生漏

电，如果此时汽车发动机油垢过多，就特别容易引发自燃。
其次，汽车改装也是容易造成汽车自燃的重要原因，特别是
涉及到汽车电子线路的改装，比如汽车音响的改装等，会带
来极大的安全隐患。易燃易爆物受阳光直射、暴晒。有时
顺手放在仪表台上的东西，容易成为自爆的导火索，比如打
火机、充电宝、香水等，切记不要暴露在阳光下。

盛夏如何降低自燃风险
那么到底如何才能减少汽车的自燃风险呢？第一是切

记不要随意改装。很多汽车自燃就是因为车主加装或改装
了电气设备，最后导致电路短路或过载发热而引起了自燃。

第二是经常检查电路情况，以防老化短路。汽车自燃
大部分是因为电路原因引起的，所以保持电路健康是减少
汽车自燃的重要因素。车辆使用周期过长之后，电路容易
老化，线路接点可能会产生松动、局部电阻过大产生热能，
使导线接点发热引起可燃材料起火，所以定期检查电路情
况是十分有必要的。建议车辆使用超过三年时间的，每半
年就要检查一次整车的线路情况。

第三是开车前绕车一周的习惯不可忘。大家千万不要
小瞧考驾照时教练教的“开车前绕车一周”这个小习惯，因
为这个小习惯能够让你知道车辆的大体情况，最好再加个
小动作，绕车一周的同时看看车底盘。因为一般车辆在长
时间停放之后，如果车辆出现漏油，地上是很容易发现油渍
的，一旦发生漏油，就必须要到4S店进行检修了，因为漏油
同样很容易引起车辆自燃。

第四是车上不放置易燃物品。特别是在夏天，太阳直
射车辆，车内温度极高，易燃物品一旦发生燃烧就会引起车
辆自燃。像打火机、火柴、油类物品甚至香水等等。

第五是停车位置要有考究。许多人停车时喜欢随便一
停就完事了，特别是在野外或乡下，车辆在长时间行驶后发
动机和排气管下的温度都特别高，如果把车停在了易燃物
或者稻草堆上，那么将很有可能引起自燃。

汽车发生自燃如何自救
如果车辆发生自燃，我们又应该怎样自救，或者救车

呢？一般燃油车只要不是燃油泄漏，车辆自燃都会有一个
过程，所以采用正确的自救措施可以大大减少人身或财产
损失。首先如果发现车辆冒烟或有焦糊味，应立即停车检
查，并同时联系 4S 店告知车辆情况，让专业的人来检查到
底是什么问题；其次是如果已经看到车辆起火，应立即靠边
停车，如果车上有灭火设备应立即采取灭火措施；如果火势
过大，应立即停止灭火并远离车辆，同时立即拨打火警电
话。 （吕东来）

7月24日，从比亚迪汽车
江 西 区 域 获 悉 ，该 品 牌 秦
Pro DM超能版在 53km续航
版本基础上，开启新增 82km
高续航版本，两种续航版本
均满足国六排放标准，综合
补贴后售价区间为 13.69 万
元—17.99 万元。据了解，本
次秦 Pro DM 超能版配备了
容量为 14.38kWh 的高密度
三元锂电池组，实现 82km 超
越同级的超长纯电续航，让
日常出行距离较远的消费者
同样通勤“0”油耗。与此同
时，82km与53km不同续航版
本的组合，进一步完善比亚
迪插混轿车市场的布局，全
面覆盖 1-6 线城市用户不同
的纯电续航需求，并降低插
混汽车的购车门槛，新车的
动力系统由 1.5TI 涡轮增压
发动机（国六 B 标准）+110
kW电机组成，双擎最大功率
可达到 228kW，最大扭矩为
495N·m，百公里加速仅需5.9
秒，同时，秦 Pro DM 超能版
全系升级采用多连杆式后独
立悬架。专家表示，依托比
亚迪第三代 DM 技术,秦 Pro
DM 超能版采用具有极强自
充电和保电能力的全新 BSG
电机架构，显著降低了燃油
使用率，提升经济性，82km续
航版本的百公里油耗低至
1.0 L。 （江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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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车时代：

驾车行驶在炎热不堪的沥青马路上，除了要应对燥热的天气外，

还要当心汽车在高温下自燃的隐患

加速完善新能
源车市管理

该《积分办法》第四条第三款修

改为：“本办法所称传统能源乘用

车，是指除新能源乘用车以外的，能

够燃用汽油、柴油、气体燃料或者醇

醚燃料等的乘用车（含非插电式混

合动力乘用车）。”

该《积分办法》增加一款，作为

第四款：“本办法所称低油耗乘用

车，是指综合工况燃料消耗量不超

过《乘用车燃料消耗量评价方法及

指标》中对应的车型燃料消耗量目

标值与该核算年度的企业平均燃料

消耗量要求之积（计算结果按四舍

五入原则保留一位小数）的传统能

源乘用车。”

第十六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

款：“计算乘用车企业新能源汽车积

分达标值时，低油耗乘用车的生产

量或者进口量按照其数量的 0.2 倍

计算。”

业内人士表示，这几条修改，意

味着，首先是非插电式混合动力乘

用车仍属于传统能源乘用车；其

次，综合工况燃料消耗量符合标准

的可算做低油耗乘用车，而节油效

果明显的油电混合动力车应该在

此范畴之内；其三，在核算企业新

能源汽车积分目标值时每辆低

油耗车型按 0.2 辆计算，相当

于降低了企业新能源积分达

标值。

五成车企
“ 双 积 分 ”未
达标

本月初，工信部、商务部、海

关总署、市场监督总局公布2018年

度我国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

与新能源汽车积分情况，对141家车

企“双积分”进行公示。其中 75 家

车企积分未达标，占行业整体的

53.19%，其中大部分为合资车企，有

30 多家车企产生新能源汽车积分

为 0，成为“双积分”政策下的“买分”

大户。

专家认为，这次新修正草案的

提出，与去年过半数企业积分不达

标的境况恐怕有着不小的关系。

在先前的积分制度下，一方面，大

量车企特别是合资车企们，由于未

及时引进足够电动化车型，新能源

积分成绩相当难看；另一方面，合

资企业的油电混动车型在节能减

排上效果并不差，但并没有被计入

新能源积分系统，显然有悖双积分

政策的初衷。

目前混合动力（包括插电式混

合动力）在现在的技术条件下仍不

算新能源车型，其实有失偏颇。插

电车型在城市短途行驶时，是以电

力驱动为主，而油电混动车型尤其

是采用 THS、i-MMD 技术的车型，

以纯电模式优先，燃油只作为补充

手段。这些混动车型就算是使用汽

油行驶，其油耗也远远低于普通燃

油车。

对于这些正在为节能减排做贡

献的低油耗车型，在政策上给予相

应的扶持是非常必要的。如果本修

正案得以通过，最直接的受益者是

那些引进了混合动力车却尚无纯电

产品的合资企业。这意味着车企为

了满足新能源积分，可以采取多条

技术路线 (如 48V 微混、油电混动

等)，并不只限于纯电动和插混。

油电混动入列
新能源车阵

当初我国在选择新能源汽车发

展路线之时，之所以将纯电动作为

主力，而将油电混动排除在新能源

之外，可能国家一方面是觉得油电

混动对节能虽有作用，却无法快速

满足国内对减排的要求；另一方面，

自主车企在油电混动上不掌握核心

技术，无法迅速超越。因此，在设定

补贴之时，也对纯电动提供大力支

持，而将油电混动定义为节能汽车，

不提供补贴。

随着时间的推移，事实证明，纯

电动汽车还存在着不少短时间内无

法解决的问题。一步到位替代燃油

车，显然还相当困难。虽然纯电动

路线已经是汽车行业未来不可更改

的发展方向，但在目前的过渡阶段，

采用哪条技术路线更为合适，显然

对汽车市场甚为重要。

中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相

关负责人表示，新政策是推广混合

动力汽车的一种迂回方式。工信部

将在 8 月初与汽车制造商和行业专

家举行听证会，旨在年内确定上述

修改决定。

随着本次新能源汽车积分政策

的放松，技术门槛的下降，未来投身

于混合动力车型的企业会越来越

多。国内的插电混动、油电混动市

场也会因为更多新车型的引入变得

更加活跃，竞争会更加激烈。在实

现节能减排目标的同时，促进汽车

销量的增长，消费者也会迎来更多

实惠的选择。 （本报记者 吕宙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