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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公司建设加快
将成承接全省钢铁产
业优化布局平台

实际上，选择在周口
将有助于解决环境容量
限制和连片企业发展用
地两大痛点。

上述接近安阳钢铁
的人士表示，从资源来
看，周口沈丘附近拥有煤
矿和铁矿石基地，可保障
能源和铁矿石供应；从地
理条件来看，当地具有独
特的沙颍河水运优势和
集中连片土地资源，可保
障项目有效落地，也降低
物料运输成本；从市场来
看，周口附近三百公里内
无大型钢铁企业，且这一
区域城镇化水平相对较
低，城镇化建设将需要大
量的钢材；从环境容量来
看，周口的优势也十分明
显。

按照周口市相关规
划，周口中心港区总体规
划 77 个（1000 至 2000
级）泊位，规划设计年通
货 能 力 为 2300 万 至
4600万吨，可直达连云
港、上海及长江各口岸。

从产品来看，周口公
司导入的棒材实际上就
是建筑业常用的“螺纹
钢”，而在大本营安阳市，
安阳钢铁的高强板国内
市场占有率第一，两者在
市场定位上存在一定差
异。这也意味着，周口公
司已经成为一个承接全
省钢铁产业优化布局和
转型升级的平台。

今年以来，周口公司
项目建设进度明显加
快。6月14日，周口公司
制氧站项目开工建设，7
月份，上海宝冶承建的周
口公司高炉工程项目风
口带炉壳制作完成，中国
中冶集团中标周口公司
煤气发电（二次）项目。

上述业内人士认为，
周口项目建成后，如何实
现安阳、周口两大基地在
产品和市场上的协同，进
而提升安阳钢铁发展质
量，将成为安阳钢铁需要
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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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再出措施促汽车消费
每辆车多补5000元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了解到，本次《通知》主要是鼓
励汽车消费，在保持原有汽车
补贴政策不变的前提下，进一
步通过企业加大对消费者的优
惠力度。

《通知》从完善新能源汽车
相关支持政策、实施汽车消费
专项奖励、加快淘汰报废老旧
柴油货车、营造汽车消费环境
四方面，提出12条措施促进汽
车消费。

根据《通知》要求，2020年6
月1日至12月31日，在郑州市
销售并进行机动车注册登记的
本地整车产品（含燃油车、新能
源车等），在整车企业优惠的基
础上，郑州市财政配套5000元/
辆优惠资金支持汽车消费。

汽车消费新政也对销量靠
前的企业进行现金奖励，对上
半年销售额达到去年同期水平
的前10名限上汽车销售企业，
每家给予5万元奖励；对前三
季度销售额增加前10名的限
上汽车销售企业，每家给予10
万元奖励。

在新能源汽车方面，郑州
将在2020年底前完成3000辆
纯电动出租车替代目标，全市
充电终端累计达到2万个，满
足电动汽车充电需求。

那么，补贴涉及哪些车企
车型？消费者如何领取补贴？
根据《通知》要求，具体的实施
细节由相关的责任部门制定，
各县（市、区）开发区、各有关部
门要明确责任分工，积极营造
有利于汽车消费的市场环境。

记者了解到，今年4月28
日至5月31日，郑州市曾开展
过汽车消费返券活动，消费者
购买郑州本地产乘用车新车
（包含新能源汽车、皮卡），每辆
可获5000元消费返券。

据了解，郑州本地的乘用
车生产企业主要包括郑州日

产、广州风神郑州分公司、海马
轿车、上汽、郑州宇通客车等7
家。此次活动参与的人群主要
包括拥有郑州市户口或办理有
郑州市居住证，并已完成支付
宝实名认证的个人消费者及郑
州市所属企业（机构）。

受疫情影响
上半年多家车企销量下滑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
年上半年多家汽车品牌销量普
遍下滑。

8月 19日，大河报·大河
财立方记者在花园北路一家汽
车4S店采访时了解到，今年上
半年，无论是店里的到访人数，
还是购买数量比往年同期都明
显下降。

“春节刚过的那段时期，消
费者主要考虑健康安全问题，
到店人数下降。从4月份开
始，到店人数开始恢复性增长，
即便如此，与往年同期相比仍
有大幅下降。”该汽车4S店销
售经理说。

多家汽车4S店向记者反
映，4月份之后，销量比第一季
度有所回升，但整体仍不如去
年同期。

8月6日，比亚迪发布7月
份汽车销售数据，新能源汽车
7月份销售15100辆，与去年
同期的 16567 辆相比，下降
8.85%。1~7月份，比亚迪新
能源汽车累计销售75777辆，
同比下降了53.29%。

在燃油车轿车销售方面，
1~7 月份，比亚迪累计销售
18167辆，同比减少16.33%。

上汽集团8月7日发布的前
7个月销售数据显示，1~7月份，
上汽大众汽车公司销售汽车
711385辆，同比下降33.15%。

此外，1~7月份，北汽新能
源销量同比减少78.49%、东风
汽车基本型乘用销量同比减少
96.76%、海马汽车销量同比下
降56.94%。

根据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
会发布的数据，7月份，国内狭
义乘用车销量达到 159.7 万
辆，同比增长7.7%，是自2018
年5月份以来增势最强月份；
1~7月份，狭义乘用车累计销
售 930.9 万 辆 ，同 比 下 滑
18.5%，较1~6月份增速提升4
个百分点。由此可见，汽车市
场升温迹象明显。

汽车4S店赔钱卖车
新政将拉动汽车消费

河南新纪元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销售经理牛晶晶告诉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近两
年汽车行业整体不太景气，增
速与前几年相比明显下滑。

“而今年发生的新冠肺炎
疫情更是让汽车行业雪上加
霜。”牛晶晶说，在上半年的进
店客户中，有相当一部分在询
问价格之后，并没有最终成
交。这与经济环境下许多消费
者优先考虑刚需消费为主有
关，而汽车作为升级消费品，可
以延迟消费。

据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
者了解，新冠肺炎疫情对汽车
4S店的运营能力是不小的考
验。

据天伦路一家汽车4S店
负责人介绍，许多汽车厂家对
经销商都有销售量要求，上半
年的疫情给经销商的经营带来
巨大压力。许多经销商是贷款
从厂家那里提车，而销售不景
气会增加经销商还贷款的压
力。因此，许多经销商为了减
轻压力，促进高流转，对汽车降
价销售。

“许多汽车4S店每卖出去
一辆车都要亏钱，不卖的话又
无法偿还银行贷款，由此可能
影响整个汽车产业链。”这家汽
车4S店负责人说。

展望下半年，许多汽车4S
店表示，在国家、地方政策倾斜
以及厂家优惠的双重利好下，
预计销量会有明显增长。

为促进农村地区新能源汽
车推广应用，引导农村居民出
行方式升级，助力美丽乡村建
设和乡村振兴战略，7月15日，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农业
农村部办公厅、商务部办公厅
发布《关于开展新能源汽车下
乡活动的通知》，将对16款新
能源车型的下乡给予 2000~
8000元不等的优惠。而该16
款车型中，大部分属于10万元
以下的微型、小型纯电动车。

因此，国内专家表示，中国
汽车未来几年仍然会保持增长
态势，市场需求远未饱和。

“未来几年，我国汽车市场
仍有很强的增长后劲，随着国
家各种政策的出台以及汽车品
类的增多，消费者的购车成本
在大幅下降。因此，仍要对汽
车行业的增长保持乐观的态

度。”河南省汽车行业商会执行
会长马长春说。

在我国，目前汽车产业占
GDP比重约为6.7%，汽车对经
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仅次于基建
和房地产。汽车产业就业人数
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六分之一。

马长春表示，汽车行业尽
管这两年与前几年相比增速放
缓，但整体的增长态势不会
变。作为国家的重要支柱产
业，发展汽车产业，不仅能促进
整个上下游产业发展，还对经
济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造车新势力频出
汽车行业进入洗牌期

在保持良好发展势头的同
时，汽车行业也开始进入洗牌
期，市场逐步向优势品牌集中，
各个汽车品牌也因激烈的市场
竞争，销量逐步拉开。

8月3日，恒大汽车集团在
上海、广州同时发布首批6款
新能源汽车车型，从宣布跨界
造车到正式发布车型仅用了短
短两年时间。

在去年11月的恒大新能
源汽车全球战略合作伙伴峰会
上，许家印公开了恒大的造车
野心：未来3年的新能源车投
资预算总计450亿，分别是：今
年投资200亿、明年投资150
亿、后年投资100亿。

“公司力争在3~5年内成
为世界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
新能源汽车集团。”恒大汽车在
公告中称。

此外，这几年特斯拉、蔚
来、理想、小鹏等造车新势力也
在纷纷崛起，对传统的车企带
来不小影响。

这几年，众多豪华汽车品
牌也纷纷放下身段，开始走亲
民路线，推出不少中低价位的
产品。据了解，目前奔驰汽车
有超过20款车型配置售价低
于30万元；宝马系车型数量较
以前也增加不少，让消费者有
更多选择。

不仅如此，在众多车企看
重的SUV领域，近几年来竞争
也越来越激烈，许多外资车企、
合资车企推出了不少有竞争力
的SUV产品，使一些自主品牌
SUV车型面临淘汰。在7月
乘用车SUV车型销量排名前
15榜单中，合资SUV车型已
经达到10款，自主品牌SUV
仅有5款车型上榜。

清华大学汽车发展研究中
心主任李显君认为，中国车企
的国际竞争力有待提高，主要体
现在缺乏经典产品、高端化受
挫、核心技术缺失等方面，影响
了整个行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汽车产业必须抓住未来5
年战略机遇期，建设发挥引领
作用的汽车强大市场，创造汽
车产业发展新机遇。”中汽协常
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付炳锋说。

郑州市财政配套5000元/辆优惠资金支持汽车消费

郑州再次出台新政促进汽车消费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王磊彬 文图

8月17日，郑州市发改委、郑州市科技局等10部门联合发
布《关于促进汽车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提出12条措施促进汽车消费。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
者了解到，这不是郑州市首次发布汽车消费新政策，今年4月
份，郑州市曾开展过汽车消费返券活动，消费者购买郑州本地
产乘用车新车，每辆可获5000元消费返券。

为促进汽车消费优化升级，郑州出台一系列利好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