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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 综合

改一改，
“国五”车变
“国六”车？
记者调查发现，
这种改装并不靠谱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耿子腾
最近，生态环境部等十一个部门印发了《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
动计划》，对“国六”标准的实施和“国三”车的淘汰做出了明确要求。截至
目前，已有 19 个省市明确于今年 7 月 1 日起，提前实施国六排放标准。因
此，不但许多“国三”车主慌了神，一些“国五”车主也因担心爱车贬值、上
路受限等问题萌生了自行改装升级的想法。那么，这种改装靠谱吗？记
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国五”改“国六”，可行吗？ 的就是更换三元催化器和氧传
近日，郑州车主孙先生在
采访中告诉记者，因为担心
“国
六”实施后，自己的
“国五”车会
贬值，所以想要通过汽修厂对
车辆进行改装，以此实现排放
标准升级，就是不知道这么改
装靠不靠谱。
对此，记者进行了一番调
查，发现从技术上来说，车辆排
放标准的升级并不是一件很难
的事情。之前也有过黄标车或
者国二车因为尾气检测不达
标，急于过审而对车辆进行改
装的事情。由于当时要求不
严，加上技术也不复杂，只需更
换火花塞清洗节气门，最主要

准的要求基本杜绝了私自改装
身份改不了。据郑州车管所的
影响。记者也查询了多款在售
的可能。因为在新的排放标准
工作人员介绍，不管车辆的上
的新车型，其“国六”和“国五”
下，车辆需要增加多个零件和
牌、过户登记，还是执行新的排
版指导价并没有太大差别。
传感器，比如温度传感器、油压
放标准政策，都是以车辆出厂
从去年开始到今年前两个
传感器、氧传感器、压差传感器
证明为准。也就是说，你的车
月，全国汽车销量连续出现负
等，还要对发动机控制系统的
出厂是“国五”的车，就不会因
增长，很多经销商的库存指数
软硬件进行重新开发升级，这
为改装后排放符合
“国六”标准
严重超警戒，而这些车几乎全
是市面上的汽修店根本解决不
而变成“国六”车，车管所是不
都是
“国五”车。加之受到提前
了的。比如尾气颗粒物过滤
承认的。
实施
“国六”排放标准消息的影
器，就算你可以在市面上买到，
响 ，很 多 4S 店 都 在 大 力 清 理
但是不同车型不同排量的发动 “国六”车价格不会大涨
“国五”库存车。这就形成了一
机调校参数也不同，能不能装
个购买“国五”车的好时机，据
好、装好之后跟车辆是否匹配、
面对“国六”新标准，很多
记者了解，现在很多品牌都在
影不影响排气都是问题。如果
车主担心新车涨价的问题。对
增加优惠来刺激消费者的购车
装不好或者过滤器本身就存在
此，业内人士分析，升级
“国六” 热情。想抄底的
“国五”车消费
问题，可能会适得其反影响车
排放标准对车辆本身而言，只
者不妨到下个月召开的春季大
辆的动力。
是涉及尾气排放的基础配置， 河国际车展上看看，那里有更
更重要的是，车能改，但是
整车的生产成本不会受到太大
多选择、更多优惠。

感器，成本不过千元。
但与之前不同的是，这次
“国五”升“国六”，对排放物一
氧化碳、氮氧化物、碳氢化物等
要求更加严格。此外，为了减
少空气中 PM2.5 等颗粒物，最
新的
“国六”排放标准还特别提
出了对颗粒物排放数量的限值
要求。这就需要在车辆的排气
管上多加一个净化颗粒物的过
滤器，因此之前的改装方法现
在看来已经行不通了。

“国五”改“国六”，
不太可能
郑州一家丰田 4S 店的高
技师告诉记者，
“ 国六”排放标

产品销量持续增长 优惠政策有望延长

新能源汽车：
形势喜人也面临挑战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祁驿

据乘联会数据显示，2 月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为 5.08 万辆，同比增长
74.4%；今年前两个月，我国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为 14.3 万辆，累计同比增
长 133.8%，依旧保持较高增长速度。

新能源汽车成车市增长点
虽然 2 月份整体汽车销量
走低，但新能源方面仍不乏亮
点，吉利、比亚迪、北汽新能源
及荣威等品牌表现依旧稳定，
同比均实现较大增幅。
以 比 亚 迪 为 例 ，唐
EV600、宋 MAXDM 以及 e1
在内的多款新能源车型都将
在 2019 年推出，为此，比亚迪
将今年的全年销量目标定为
65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为
30 万辆。
此外，吉利、长安、荣威等
传统新能源车企都将持续在
产品上不断发力。
而近期处于舆论漩涡的
特斯拉，旗下三款车型 ModelX、Model3、ModelS 在 2 月
分 别 售 出 291 辆 、215 辆 及
111 辆，全系在华总销量仅为
617辆，
销量表现持续低迷。

优惠政策有望延长
新能源汽车作为车市的
一抹亮色，被寄予厚望，同样
也享受了很多政策支持。
此前，国家原定于 2020

年不再对新能源汽车进行财
政上的补贴，也就是 2019 年
将是原定补贴取消计划表的
倒数第二年，只是新的补贴
具体细则尚未公布，退坡力
度未知。
此次两会上，政府工作
报告明显提出，要
“稳定汽车
消费，继续执行新能源汽车
购置优惠政策”，预示着新能
源汽车优惠政策仍在政府工
作视野内，大幅度退坡可能
性较小。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则表示，要将
“新能源汽车车
辆购置税优惠政策再延长三
年”
。

自主品牌迎来挑战
业内人士表示，与燃油
车市场的规模竞争相比，新
能源汽车市场还处于技术未
全面成熟竞争阶段。虽然持
续增长，但与传统燃油车相
比，新能源汽车自身优势仍
然较弱。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
购置新能源汽车的主要需
求，是限购限行、税费减免和
价格补贴，至于环保节能等

因素，
则考虑较少。
从目前来看，新能源汽
车本身的便利性、经济性和
安全性等老问题仍未取得
根本性突破。新能源车的
便利性仍受到电池续航能
力、冬季电池使用、电池自
然衰减、充电桩设置、充电
快慢等主要因素制约，经济
性也主要受电池成本、电池
及二手车回收等因素制约。
随着国家补贴大幅退
坡，新能源汽车成本降幅还
不能迅速跟上补贴退坡幅
度，产品一方面需要不断提
升 性 能 ，满 足 补 贴 技 术 要
求 ，另 一 方 面 成 本 压 力 很
大，产品市场售价上涨势在
必行，这给新能源汽车的市
场发展带来一定程度的不
确定性。新能源汽车市场
的发展，需要更有力的吸引
消费者购买和使用新能源
汽车的举措。
而随着特斯拉、奔驰、
奥迪、保时捷、宝马等外资
品牌的新能源汽车进入市
场，尤其是大众和丰田的新
能源车型不断推出，都会对
自主品牌产生一定冲击。

华晨汽车中华万里行
正式启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3月8日，
由华晨汽车携手
苏宁集团举办的“国民精品车
爱我大中华”
中华万里行活动，
在延安、
遵义、
井冈山、
华西村、
沈阳五地齐发，贯穿南北纵横
西东。跨度之大、
辐射之广、
服
务之深，堪称中国汽车史上前
所未有的创举。
华晨汽车中华万里行活动
将用车轮丈量万里国境——三
十一个省级行政区域（不包含
港、澳、台地区）、近千个县市、
上万个村镇，
二百多个日夜、
逾
万公里、过亿人口……这将成
为中国品牌史上的一座里程
碑。华晨中华联合宝马、麦格
纳等世界一流供应商，打造面
向未来的M8X智能化平台，
参
照德国工业 4.0 标准建成国内

领先、国际一流的智能制造工
厂……华晨中华以核心技术和
优良品质不断重塑精品概念，
致力于打造更符合中国人出行
需求的精品车。
华晨汽车充分引入苏宁
智慧大零售开发战略下家电
下乡的成功经验，本次中华万
里行将以客户为中心，打通销
售壁垒，实现线上与线下互
补、客户群体互补，以新零售
思维构建汽车交易大生态，不
仅为消费者带去物超所值的
国民精品车，也将“三心”服务
承诺带到城市街头和田间地
头，让每一位中华消费者都能
享受贴心、随心、放心的出行
体验，引导消费升级，带动汽
车产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