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费者感觉优惠幅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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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车市
并未如期“井喷”

阅读提示 | 根
据新政，2018年1月
1 日起，1.6L 及以下
小排量汽车的购置税
将恢复为 10%。这
意味着，随着2017年
进入尾声，这场持续
约两年的购置税优惠
政策将会结束。而从
明年起，一辆20万的
1.6L的“小车”，到了
元旦再买就要多花
4200多块的税钱，一
辆 10万的车则要多
花2000多块。

购置税优惠政策即将结束

继2017年 1月 1日汽车购
置税从5%上调至7.5%后，根据
财政部公布的《关于减征1.6升
及以下排量乘用车车辆购置税
的通知》的明确规定：2018年 1
月1日起，恢复按10%的法定税
率征收车辆购置税。也就是说，
从明年开始，1.6升及以下排量的
乘用车的车辆购置税将正式退
市。

购置税优惠取消后，买车会
贵多少钱？目前购置税的计算
方式是：汽车销售发票的价格÷
1.17（增值税）×购置税百分比
(今年是 7.5%)=车辆购置税金
额。比如车主买了一辆10万元

的国产车，按明年10%的购置税
缴 税 ，就 是 100000 ÷ 1.17 ×
10%=8547元。

而同样一辆10万元的车，放
在今年的话，购置税为7.5%，那
么应该缴的购置税为：100000÷
1.17×7.5%=6410元，两者相差
了8547-6410=2137元。

以此类推，车价越贵购置税
越高。如买10万元的车，要多掏
2137元；买15万元的车，要多掏
3205元；买20万元的车，要多掏
4274元。车子的价格越贵，购置
税增加得也越多。对于计划今
年年底或者明年有买车计划的
消费者来说，如果想要买一辆

1.6L以下小排量的车，年内买车
是较划算的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征收购置税这
些是以开发票的日期为准的，新规
的日期是在2018年的1月1日。
如果还想要享受7.5折的优惠的
话，签合同的日期要注意在2017
年12月31日之前就可以了。

交管部门建议，由于每年的
12月都是办税高峰期，市民可以
根据需要错峰办理。根据《车辆
购置税征收管理办法》规定，纳
税人购买自用应税车辆，自购买
之日起60日内申报纳税。也就
是说，从发票开具之日起有长达
两个月的办税“缓冲期”。

“今年同期不如去年。”富达
诚诚广汽丰田4S店的负责人表
示，同样是购置税优惠降低，今
年的销售效果不如去年。

这也是郑州车商的普遍感
受，就连今年销量不错的吉利品
牌，其4S店负责人徐朋菲也表
示，年底的这波购车，没有达到
预期的想象。“同比去年没有增
长，去年影响较大，出现井喷，今
年就没有。”江淮世纪阳光负责
人孙晓波说。

“从今年车商给我们的反馈

情况来看，2016年年底的那次购
置税优惠缩水，确实透支了今年
的市场，今年上半年中山不少品
牌4S店的销售压力还是比较大
的。虽然三季度以来市场出现
了一波反弹潮，但不少品牌经销
商今年的业绩增速是放缓的，部
分甚至出现无法完成任务的情
况。”河南省汽车行业协会负责
人表示，明年河南乃至国内车市
都将会受到购置税优惠政策退
出的影响，影响程度、持续时间
现阶段仍有待观察。

上汽大众河南天顺成4S店
的负责人王先生表示，从12月初
开始的限行政策，也多多少少产
生了一些影响，“尤其是一次购
车的客户，反而有种观望的心
态”。

有业内分析指出，在目前国
家大力推行新能源车的背景下，
购置税优惠的取消无疑是对前
者普及的一种提速。从长远角
度看，短期内新一轮购置税优惠
政策出台的可能性也较为之低。

为什么这一轮的购置税优
惠取消，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
呢？

有的是因为选择困难，“亲
朋好友给出的建议非常多，有的
建议买合资车，理由是国外品
牌。有的人建议买国产车，价格
低、油耗低，而且质量也不错。”
家住金水区的郑州市民马女士
说，购置税优惠政策即将结束，
再不订车就要多花钱了。现在
家用轿车的品牌比较多，她都不
知道该怎么选择了。

有的消费者则是因为没有
看到有什么优惠，一直想买一台
东风本田思域的漯河市民张先
生说，自己从漯河看车看到郑
州，不但没有一分钱优惠，还要
加装不少费用，“关键还没现车，

让我怎么买啊。”张先生说，他从
“大河汽车”微信上看到，东本已
经提前完成了全年的销售任务，

“看来要想在年前有什么优惠是
不太可能了。”

记者也发现，由于厂家的任
务完成率高，因此目前日系小排
量轿车的优惠并不大，一些畅销
车型本月的优惠还缩水了，“我们
年底的雷凌和致炫都没有现车
啊，卖得太好了。”广汽丰田鑫宝
负责人秦乔红说，今年日系品牌
整体销量都不错，因此也没有特
别推出针对购置税的优惠。

相比之下，欧美系小排量轿
车，比如科沃兹、探界者、福克斯、
科鲁兹、英朗等车型的优惠力度
都很大，而韩系车的优惠幅度，最
高也达到了2.8万元。

“也有消费升级的原因。”江
淮世纪阳光负责人孙晓波告诉
记者，根据他们掌握的数据，河
南1~9月，小型SUV增长0.3%，
大部分是1.6排量以下的；紧凑
型 SUV 增 长 12.5％ ，中 大 型
SUV增长75%，在整体消费升级
的情况下，购置税政策今年对车
市的推动有限。

河南省消费者协会的工作
人员赵女士提醒说，虽然购置税
减免政策能为消费者省下不少
经济开支，但汽车毕竟是大宗消
费品，消费者在选购时，一定要
做到理性选车，购车过程中一定
要谨慎，车商给出的赠品承诺，
最好落实到书面上，注意维护自
身合法消费权益。

小排量汽车购置税优惠政策明年正式取消

车商担心明年市场增速进一步放缓

车载点烟器也会带来隐患

开车用电要注意

阅读提示 | 点烟器几乎是每辆车上必不可少
的小电器，近几年，随着空气净化器、行车记录仪、手
机充电器等车载电器的出现，点烟器正逐渐演化成
车载电器的电源接口。殊不知，这个小小的接口，一
旦使用不当，就会对车辆造成不小的影响。

记者注意到，很多车主
为了省事，通常都会把用电
设备插在点烟器接口后就
不再拔出来。郑州车主张
先生把点烟器当做了行车
记录仪的电源接口，因为行
车记录仪在开车的时候都
要用，他就很少将电源接头
拔出。但是长时间使用后
张先生发现电源接口变松
了，仔细检查后才知道是点
烟器的内壁卡扣弹力变弱
导致的。由于点烟器仅仅
在需要加热电热丝时才需
短暂下压接触卡簧通电，而
经常插拔电源接头或者长
时间使用导致卡簧无法记
忆性回弹，就会影响到日后
的正常使用。

出现卡槽松动的情况
后，一个简单有效的方法是
用小工具利用金属弹性将
卡簧回扳复位即可。不过
考虑到金属弹片的耐用性，
并不建议车主反复使用，出
现卡口松动的情况，就不要
长时间占用点烟器接口。
另外，电源插头长时间不拔
出，还存在漏电的风险。特
别是在寒冷的冬季，电瓶蓄
电能力变弱，车上的外接电
器就会成为“漏电元凶”，车
辆停放几天就会出现电瓶
亏电无法启动的情况。所
以，在停车熄火前，应及时
拔下不用的电器电源，既保
护了电子设备，也不会再车
辆启动时增加电瓶负荷。

由于大部分车辆并没
有专用的插座接口，所以很
多司机都会在点烟器上配
一个电源逆变器，将车辆的
12V直流电转换为220V的
交流电源，这样就方便在车
内使用一些电器。最常见
的就是在点烟器接口上加
装一个专门给手机充电的
USB充电器。记者发现，很
多出租车或者滴滴专车的
司机，由于同时需要给手机
充电和车载电器供电，往往
会选择有三四个USB接口
的充电器。虽然方便了使
用，但同时车辆的用电负荷
也变大了。

据4S店售后经理告诉
记者，每个点烟器都有最大
输出功率和最大通过电流，
使用的车载电器总电流不

能超过这两个最大值。这
是保证点烟器正常工作，
车辆用电安全的重要指
标。通常车辆点烟器可承
受的最大功率为 120W，
过载使用轻则烧断保险
丝，重则损坏车辆电路，由
于车辆中控台多为塑料材
质，因此由于用电接口高
温导致烧毁中控的情况时
有发生。特别是一些大功
率的洗车机或充气泵，尽
量少用或不用点烟器接口
供电，如果需要长时间使
用，最好在发动机启动的
状态下使用，否则会过度
消耗电瓶电量，减少电瓶
寿命。所以，车主在使用
车载电器时，一定要注意
查看电器功率后再放到车
上使用。

长时间插电不拔出

过载使用大功率电器

□记者 耿子腾

□记者 祁驿

经驻马店市人民政府批准，拟在驻马店市白桥
路东侧、规划金源路西侧、练江河南侧、规划的百合
路北侧围合范围内建设驻马店市第三十一小学和
驻马店市第二十三中学，上述区域内集体土地已列
入规划范围，作为两所学校的建设用地。由于学校
建设在即，项目红线范围内的坟墓急需迁移, 驻马
店市产业集聚区管理委员会之前已多次在驻马店
天中晚报、信阳晚报等相关媒体予以公告。现请位
于上述红线范围内坟墓的坟主，自本公告登报之日
起至12月30日止速与烧山居委会联系，办理迁坟
登记手续，逾期未登记的坟墓，将按《河南省殡葬管
理条例》相关规定进行处理，请广大群众相互转告。
联系电话：13839610605 王秀莲

15978822888 宋新民
特此公告

驻马店市产业集聚区管理委员会
2017年12月21日

迁坟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