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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将成为高等级
油品消费量最大地区

本报讯 据来自中石化广东分
公司的信息，截至今年 3 月 4 日，第一
批实施升级的珠三角 14 个地市的中
石化油库已完成油品置换，从 4 月 1
日起，该 14 个地市 1500 多座中石化
加油站将全面供应国五柴油，7 月 1
日起向广东全省供应国五柴油，比国
家规定时间提前两年半，与国四柴油
相比，
国五柴油硫含量下降 80%。
据了解，从今年 2 月初开始，广东
就已经启动国五柴油升级置换工
作。3 月 4 日，广东石油在珠三角等
14 个地市油库的油品置换已经完成，
加油站的油品置换目前正在紧锣密
鼓地进行。中石化广东分公司承诺，
确保在 4 月 1 日前全面完成第一批 14
个地市旗下 1500 多个加油站的国五
柴油置换，7 月 1 日向全省供应国五
柴油，届时，广东省将成为我国高等
级油品使用范围最广、消费量最大的
地区。
中石化广东分公司提醒，在 4 月
1 日前的置换过渡期内，大部分车主
在上述 14 个地市的中国石化加油站
加油，已经可以提前体验到更加环
保、清洁的国五柴油，但油品售价不
变。置换期间，国五柴油和国四柴油
可以混合加注。

乌鲁木齐推广使用
低污染排放车辆

本报讯 日前获悉，
《乌鲁木齐
市机动车大气污染物对空气质量的
影响研究》项目建议近日通过验收，
乌鲁木齐鼓励和推广使用低污染低
排放的车型，推广使用混合动力车和
天然气车。
据承担此项目的新疆环境保护
科学研究院绿洲城市大气环境研究
所副所长吕任生介绍，在乌鲁木齐市
机动车 4 种主要污染物的排放因子
中，氮氧化物年排放浓度占全市氮氧
化物总排放浓度的近 40%，氮氧化物
和碳氢化合物经过复杂的化学反应，
又易转化为 PM2.5，因此，氮氧化物
是全市机动车尾气治理的重点。
据了解，该项目组结合乌鲁木齐
市大气污染防治的规划和现状，对全
市机动车污染防控提出 3 大建议：鼓
励和推广使用低污染低排放的车型，
推广使用混合动力车和天然气车。
对不能通过规定频次的尾气检测，或
者经治理、维修、保养后仍不能通过
的车辆进行强制报废，力争在 2016
年前强制淘汰全市国 0 和国 1 车辆。
积极向出租车和公交车等高频使用
的车辆中，推广清洁燃料和替代燃
料。

中国汽车质量网汽车投诉显示

产品质量投诉占比 8 成以上
□ 本报记者 王 辉
每年一度的 3.15 即将来临，车主关注的目
光再次聚焦在汽车的产品质量上。近日，国内
最大的缺陷汽车产品信息收集平台、中国质量
报旗下的中国汽车质量网先后发布了 2014 年
度以及 2015 年前两个月的国内 SUV、豪华型
车、中大型车、中型车、国内小型车及 MPV 投诉
排行榜。从具体投诉数据来看，产品质量问题
方面的投诉占据了 2014 年度国内汽车品牌投
诉的 8 成以上。市场保有量较大的畅销车型仍
然是车主投诉的热门对象，个别单一系统共性
问题引发车主的扎堆投诉，因此拉高整个品牌
的投诉总量。
据统计，2014 年中国汽车质量网共接到中
国市场 131 个汽车品牌 2.819 万起车主投诉，平
均每个品牌接到的车主投诉量为 215 起。

畅销汽车投诉多
记者发现，在 2014 年投诉总量前 15 名的
紧凑型车中，有 8 款汽车均出现在中国汽车工
业协会此前公布的 2014 年度轿车销量前 10 榜
单中，这表明畅销车型仍是车主投诉最热门的
对象。
同 样 在 2014 年 投 诉 总 量 排 名 前 15 名 的
SUV 车型中，也有 8 款均出现在中国汽车工业
协会此前公布的 2014 年度 SUV 销量前 10 榜单
中，畅销 SUV 仍是车主投诉的热门对象，其中年
度 SUV 销量冠军哈弗 H6 投诉量最大，而另一款
自主品牌 SUV 的代表 CS35 也因为 2012 款机
油乳化问题而高居投诉榜单第二位。
尽管菱智 2014 年总销量稳居该细分级别
前列，并在市场中获得了高性价比和全能商务
的标签，但是从产品内在可靠性表现来看，菱智
并非没有隐患，投诉量并不低。从一些车主的

投诉情况来看，这款车型的异响及噪音问题比
德系车投诉攀升
较突出，异响问题涉及前后桥及变速器等系统，
而且目前厂家在后期问题跟进和处理上也没有
而 2014 年速腾事件的发生让中国消费者
让车主满意。另外，部分车主还反馈发动机抖 对德国质量产生了怀疑。不仅仅是速腾，在
动、噪音大。这表明，销量大市场占有率高的车 2014 年度国内中大型车投诉排行榜还显示：
型，投诉量也较高。
奥迪 A6L、宝马 5 系和奔驰 E 级居排行榜前三
位。奔驰 E 级主要是发动机部位的异响、漏油
共性问题拉高投诉总量
问题，奥迪 A6L 则主要集中在变速器部位上，
2014 年，
“ 悬挂风波”事件的出现，拉高了 华晨宝马 5 系的问题部位则比较分散，但是宝
速腾车型的整体投诉量。据统计数据显示，速 马进口 5 系主要问题是固定螺栓断裂。
腾车主去年因担心后悬架安全性问题而进行的
对此，有专家指出，一直以来中国车主对德
预防性投诉高达 2078 起，占速腾车型所有投诉 系车在机械制造和加工工艺上的精致以及安全
量的 74.59%，占整个一汽-大众品牌投诉总量 性上的评价明显高于其他车系。希望德系车在
市场旺销的同时，及时为车主解决好问题，以维
的 54.74%。
同样因为某单一系统投诉量较大而拉高整 护好德系车自身的品牌美誉度。
体投诉总量的典型车型还有目前新老款的福克
潜在问题引起关注
斯。车主对福克斯的故障抱怨多数集中在变速
通过对 2014 年车主投诉分析，一些车型依
箱上，不过经过统计梳理发现，这些比较一致
的抱怨主要还是发生在 2012 款的福克斯车型 然有共性问题，如瑞麒 G5 燃油泵缺陷问题。
2014 年 11 月下旬起，先后有 54 名车主向中国
上。
投诉内容比较集中的车型还有雪铁龙 C4L 汽车质量网投诉，反映奇瑞此前因为法兰支架
的发动机异响、英朗的发动机抖动和熄火、思域 回油管可能出现开裂进而主动召回的车辆中遗
的发动机异响和抖动、比亚迪 F3 的车身生锈和 漏了瑞麒 G5。据车主报告，瑞麒 G5 与奇瑞召
漆面起泡、昂科塞拉的发动机抖动和故障灯亮 回范围内的其他车型使用的是同一种类燃油
等车型。
泵，而且之前屡有燃油泄漏事故发生。对此有
2014 年因单一系统共性问题也拉高锋驭 业内人士指出，虽然在奇瑞“一个品牌”战略实
等车型投诉总量。据统计，包括途观、长安铃木 施后，瑞麒 G5 在上市仅 4 年之后就停产，但是
锋驭、广汽传祺 GS5、森林人在内的多款车型都 期间也积累了不少车主用户，希望奇瑞能够对
因为发动机系统的故障投诉较多，RAV4、长安 老车主负责。
CS75 和长城 M4 比较集中的车主投诉则发生在
2014 年，捷豹 XJ 共接到 7 名车主的投诉，
车身附件及电器上，这些群体性投诉都拉高了 其 中 有 4 个 集 中 在 车 身 附 件 及 电 器 上 ，涉 及
车型整体投诉量数据。对此，中国汽车质量网 2012 款、2013 款和 2014 款的捷豹 XJ 车型。具
希望厂家能加强对这些单一系统的可靠性监测 体问题上，有两名车主投诉 2013 款的捷豹 XJ
与控制，及时妥善地解决好消费者抱怨，避免集 车身异响，另外两个问题分别是大灯灯罩裂纹
体性维权投诉的发生。
和中控台故障，希望厂家能够引起重视。

芜湖首创新能源
汽车分时租赁模式

本报讯 据来自《铜陵日报》的
消息，作为全国首批新能源汽车推广
应用试点城市，安徽芜湖市采取政府
主导、市场运作、政策激励、社会参与
的办法，相继出台新能源汽车推广应
用实施方案和财政补助资金管理办
法，加快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应用，在
全国首创新能源汽车分时租赁模式，
受到市民欢迎。
按照该模式，芜湖面向社会大众
开展租赁业务，采用充电、租车、车位
“三位一体”，市民只要携带本人有效
身份证件，就可办理分时租赁卡，凭
卡享受新能源汽车分时租赁、异地还
车等。目前具体收费标准为日间每
小时 15 元，当日最高收费 65 元，晚间
（17 时 30 分至次日上午 8 时 30 分）收
费 35 元。该市自去年 4 月启动首个
政务中心租赁示范点以来，注册租车
用户达 160 多个；先后建成分时租赁
点 15 个，投放新能源汽车 222 辆，并
实现了在各点之间异地还车的功能。
据悉今年芜湖市在推广新能源
汽车方面将继续发力，全市计划完成
100 个租赁点的布局建设，新增充电
位充电桩 4000 个，为市民绿色驾行
营造更加便捷的良好环境。
（本组稿件根据网络整理）

有着强大品牌影响力的劳斯莱
斯 幻 影 是 一 款 超 豪 华 车 型 ，其 在 内
饰、做工配置、动力以及操控等方面
均表现不俗。
本报记者 宋平一 摄

在洛杉矶的一个加
油站，一名司机正为他的
汽车加油。近日洛杉矶
地区汽油价格飙涨，每加
仑普通无铅汽油平均价
格上涨 12.1 美分，创下自
2012 年 10 月 6 日来最大
单日增幅纪录。
林戈 摄

“同质配件”助力国货
进入北美市场

本报讯 （记者张海燕）3月4日，
由
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和美国合格零件
协会（CAPA）联合主办、中国汽车维修
行业协会汽车维修配件工作委员会承
办、
上海天祥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协
办的
“CAPA 认证配件和中国售后市场
‘同质配件’
专题研讨会”
在京举行。
中国汽车维修协会会长孙守仁在
会上介绍说，此次研讨会目的在于推
动中国汽车售后市场“同质配件”的发
展，借此向国内企业介绍以美国合格
零件协会（CAPA）认证配件为代表的
北美汽车售后市场“质量相当配件”产
品理念、运作方式和认证体系，交流中
美汽车售后市场“同质配件”相关经
验，促进中美汽车售后市场相关领域
的交流与合作。
CAPA 总裁 Jack Gillis（以下简称
杰克）对北美汽车售后市场情况、
CAPA
组织及CAPA认证市场现状进行了详细
介绍，
让与会者了解了美国汽车售后服
务标准及汽车配件的认证过程。杰克还
介绍了CAPA的经销网络和市场渠道，
并希望通过CAPA与中国汽车维修协会
的共同努力，
帮助中国汽车零部件制造
厂商更好地进入北美汽车售后市场。
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汽车维修
配件工作委员会秘书长魏同伟向与会
代表介绍了交通运输部等 10 部委联
合发布的 《关于促进汽车维修业转型
升级提升服务质量的指导意见》，详
细讲解了中国汽车售后市场“同质配
件”定义、运营体系、实施步骤及天
津试点情况，并与大家探讨了 CAPA
认证配件和中国汽车后市场“同质配
件”认证标准、运营体系、运作流程
等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
魏同伟解释说，
“同质配件”即“质
量相当配件”，是指该配件必须在质量
上与原厂配件标准相匹配。比如配件
必须在材质结构上、制造与功能标准
上与原厂件质量相当，或则更高（即在
质量上不输于原厂件），同时应该满足
中国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
魏同伟表示，鉴于以 CAPA 认证
配件为代表的美国汽车售后市场“质
量相当配件”经过多年努力形成了一
套比较完整、相对成熟的运营体系，而
中国汽车售后市场“同质配件”还处在
起步阶段。此次研讨会的展开，除了
让国内企业能够更好地了解汽车售后
市场“同质配件”
（国外称为“质量相当
配件”
）之外，通过加强中美汽车售后
市场“同质配件”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也将推动“同质配件”在中国汽车售后
市场的发展，进一步打破国内汽车维
修配件垄断的局面。
交通运输部道路运输司、
商务部市
场体系建设司、
质检总局国家认证认可
监督委员会等政府部门领导，
中国质量
认证中心、
中汽认证中心等检测认证机
构代表及部分汽车配件生产企业代表
等在会上进行了交流与沟通。

中美汽车销量将
占据全球半壁江山

新春伊始，为确保江苏扬州市乡镇地区中小学学生出行安全，由扬州市当地某企业捐赠给江都区小纪、宜陵两镇学校的首批 30 辆新能源纯电动
校车正式投入运营。据悉，首批 30 辆汽车全部按照校车标准生产和涂装，车体上有明显的校车标志，车身设有反光标志，并限定最高时速为 60 公
里。
孟德龙 摄

推广电动汽车不能光说不练
国家出台鼓励电动汽车发展的政策，而这种政
策又与财政补贴挂钩的时候，汽车企业有能力
没能力都抢着拿出各自电动汽车发展计划，似
□ 胡立彪
乎都在搞科研、搞攻关，又似乎都有占领市场的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要推动新能源 信心。可一旦补贴到手，就都不言语了，最后拿
汽车发展。尽管没有单独提到电动汽车，但从 出的产品多是根本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和市场前
近些年政策总体导向和汽车未来发展趋势看， 景的糊弄应付之作。国家审计署曾对国家节能
新能源汽车当以电动汽车为主力。然而，政策 补贴政策执行过程进行审计，结果发现一些汽
重视并不等于就一定能够换来实际的成效。国 车企业申报的节能汽车根本不符合条件，违规
际会计咨询机构毕马威称，中国更严格的环保 获得中央财政节能汽车推广补助资金。也就是
要求及城镇化的急速推进，将为电动汽车开辟 说，有的企业根本就是套补骗补。基于这种心
广阔的市场空间，预计到 2025 年电动汽车的销 态造出的车，消费者怎么可能看上眼，谁愿意为
售量占比将达到 11%～15%。但中国汽车工业 此花冤枉钱？
协会的数据显示，2014 年中国汽车总销量约
当然，也有一些企业想做，想有所成就，但
2350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 7.5 万辆。就 他们既舍不得投入，又静不下心来搞研究，老是
算这些新能源汽车都是电动汽车，其占比仅为 强调困难问题，拿不出像样的成绩，还看不上别
0.32%。而 10 年后要达到 10%的占比，那么电 人。特斯拉进入中国市场，让一些国内企业有
动汽车的销量就必须增长至少 30 倍。这几乎 些坐不住。紧张归紧张，眼红归眼红，可嘴上不
是不可能的任务。所谓“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 软，说什么特斯拉的豪华跑车定位不符合中国
感”。而这种差距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在推 电动汽车的发展方向，特斯拉坚守自己的标准
动电动汽车发展上，说的多做的少。
搞不定充电桩问题市场肯定受限，特斯拉最大
电动汽车卖不动，原因不在消费者，而在汽 的问题是除了电池管理系统没有取得电动汽车
车企业。是后者没能做好营销，更重要的是没 技术的任何实质性突破难成榜样，等等。的确，
有推出满足消费需求的好车。我们看到，每当 特斯拉在技术和市场营销方面存在不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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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能标出电动汽车的未来方向，但它依然是可
敬可佩的，因为它做了，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取得
了不小的成功。
光嘴动不行，光心动也不行，必须行动才
行。不管怎么说，特斯拉的电动车已经开始在
大街上跑了，而出自我们本土厂商的电动汽车
却难见身影。必须承认，电动汽车发展面临着
诸多瓶颈性问题，仅最关键的电池技术，就有续
航里程短、充电时间长、成本高等难题有待破
解。但问题再难再多，只要下功夫去认真面对
解决，总有进步的时候，而只是嘴上喊着难难
难，却不见行动，那么问题永远解决不了，它们
不会自动消解，而是会一直横在那里，挡着去
路。
当前，石化能源日趋紧张，环保压力逐渐加
大，
世界汽车产业开始进入全面交通能源转型时
期。在发展电动汽车已经取得国际上高度共识
的基础上，
各汽车发达国家及其汽车企业都加大
了在电动汽车方面的技术研发和产品推广力
度。在这种背景下，
如果中国汽车企业再不增强
危机意识，
尽快行动起来加入到电动汽车发展的
世界潮流，
而还是瞻前顾后、
光说不练，
莫说是实
现“弯道超车”，恐怕会被越甩越远，人家已经奔
逸绝尘，
我们只有瞠乎其后，
望尘兴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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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燕 闻）根据德国汽车
管理中心（CAM）的研究报告显示，中
国和美国市场在汽车行业中扮演越
来越重要的角色。自从 2010 年以来，
这两大市场总销量已经增长了 1200
万辆，而同期西欧市场销量则下降了
90 万辆。有专家表示，在短时间内中
美市场销量将占据全世界半壁江山。
德国汽车管理中心的研究显示，
最成功的车企都受益于中国市场业
务的增长。最好的例子是大众集团，
该公司 2014 年在中国的销量占其全
世界销量的 37%，而本土的西欧市场
仅占 31%。2014 年恢复元气的标致
雪铁龙集团在中国销量增长了 32%，
中国市场占其世界总销量的 1/4。而
戴姆勒集团在华销量也占到其世界
总销量的 29%。
相比较而言，美国市场对日系车
企的重要性更高。比如斯巴鲁在美
国销量同比增加 21%，有超过一半的
汽车在美国市场售出（56%）。丰田
美国销量也占其世界总销量的
24%。不过福特在美国本土的销量
同比下降了 0.6%，更惨的是大众，集
团总销量同比下降 2%。
数据统计显示，2014 年全世界最
大的 17 家车企总销量达 74.9%，同比
增加 3.8%。其中戴姆勒集团和宝马
集团分别以 9.9%和 7.9%的销量增幅
取得领先。面向大众市场的大众集
团和现代汽车也取得了 5.9%和 4.5%
的增长，
成为市场赢家。
据悉 2015 年，3 大汽车集团的销
量竞争会进入新阶段。2014 年丰田
共售出 1006 万辆汽车，而大众则售出
994 万辆。德国汽车管理中心预计，
丰田 2015 年总销量将达到 1025 万辆
左右，继续保持世界领先位置，而大
众则会以 1020 万辆左右的销量位居
第二，与丰田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但
由于在美国市场的销售颓势，很难超
越丰田。受美国市场持续增长的影
响 ，通 用 有 望 在 2015 年 实 现 接 近
1020 万辆的销量，位居第三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