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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梁斯君）华南区

域一直是一汽丰田的重点区域，销售占

比长期超过三分之一， 截至今年前 4

月，一汽丰田累计销量 24.47 万辆，同比

增长 5.2%；4 月单月销量 6.58 万辆，同

比上涨 42.7%。 在不久前的 2019 深港澳

车展上，一汽丰田带来了 TNGA 全球旗

舰车型亚洲龙、 进口豪华 MPV 威尔法

双擎、首款新能源车型卡罗拉双擎 E 等

多款重磅车型。

其中， 作为一汽丰田导入的首款

MPV 车型， 威尔法双擎 VELLFIRE

HYBRID 相较于同一平台的埃尔法，外

形更时尚，也更具科技感。 威尔法双擎

拥有 2.5LHV 豪华版和 2.5LHV 尊贵

版，价格区间为 80.5 万~85.6 万元。

威尔法双擎 VELLFIRE HYBRID，

搭载全新引入的 2.5L HEV 混合动力系

统，匹配了前后独立悬架系统，不仅能

够为车内乘员提供更加静谧的乘坐环

境，还能以平稳有力的动力输出满足日

常使用需求。 随着威尔法双擎的引入，

一汽丰田也填补了目前在 MPV 市场的

空白，成为一家在轿车、SUV 以及 MPV

全面布局的合资企业，这也将大大加强

其今后的市场竞争力。

摇号指标大增 节能车销售迎利好

6月广州增加节能车摇号指标5000个，个人指标环比增加4500个

限购“松绑”

将加速去库存

行业视点

“放宽广州、 深圳市汽车摇号和

竞拍指标， 相当于加大了供给端； 而

扩大了准购规模， 也将刺激部分潜在

消费力进入市场。 这对于持续调整中

的国内车市而言， 将起到直接拉动效

应。” 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

书长崔东树认为， 此次广东省促进汽

车消费的实施方案是响应国家促进消

费的政策方向采取的正确政策调整。

兴业证券测算， 目前全国有八个

汽车限购城市和地区， 每年申请燃油

车牌照的数量超过720万辆， 被批准

通过的仅为88万辆。 如其他城市限购

一并放松， 预计未来两年上述城市的

汽车销量有望增加132万辆， 相当于

去年乘用车销量的5.6%。 民生证券分

析师预计， 当前限牌城市的总限额在

70万左右， 当前(截至4月底)行业库存

去化需求约100万~120万， 随着后续

更多限牌城市释放新增购车指标将加

速行业库存去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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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汽丰田首款豪华MPV亮相深港澳车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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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出行领域， 又将迎来重量级玩

家。 记者日前获悉， 广汽集团移动

出行项目“如祺出行” 将在 6 月底

正式在广州上线。

据悉， 如祺出行是由广汽集团

战略布局， 腾讯与广州公交集团等

主要投资者共同投资的智能移动出

行平台， 不过目前其网约车牌照尚

未拿到。

记者日前在市区已经见到如

祺出行的试运营车辆———一辆广汽

新能源的纯电 SUV GE3 530。 网约

车版的 GE3 530 外观统一为白色，

采 用 品 牌 英 文 LOGO 的 “On

Time” 为车身拉花， 让用户一眼就

能辨认出如祺专车。 除了 GE 3 之

外， 后续主打车型是外形更亮眼的

纯电专属平台 Aion 系列， 都将搭

载车联网系统。

据悉， “如祺出行” 将在广州

率先上线， 未来将推广至全国其他

城市。 日前， “如祺出行” 的微信

订阅号正式上线， 不过平台 APP 仍

在内测阶段， 在 IOS 和安卓平台上

暂时无法搜索得到。

“如祺出行”本月底广州上线

□信息时报记者 曾祥萍

“摇号已经三年

了， 一直摇而未中，现

在增加了指标，离中签

又近了一步。 ”广州从

下个月起增加粤 A 牌

指标，市民王先生对车

牌摇号的信心又增加

一分。 近日，广州市中

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

办公室公布了 6 月份

粤 A 牌增量指标配置

方案。 其中，6 月广州

增加节能车摇号指标

5000 个， 普通车竞价

指标 2000 个，共多配

置了 7000 个指标（未

含上个月未配置成功

的指标 52个）。在政策

利好刺激下，车企迅速

响应，纷纷拿出优惠方

案“揽客”。 业内预计，

随着后续更多限牌城

市释放新增购车指标，

将加速行业库存去化

进程。

节能车摇号中签率大涨

6 月 2 日，广州市交通运输局发布了《关于增加中小客车增量指标配置额度的

通告》，自 2019 年 6 月至 2020 年 12 月，增加 10 万个中小客车增量指标额度，增加

的额度原则上按 1：1 比例分别配置普通车竞价指标和节能车摇号指标。 与此同时，

深圳市交通运输局也表示， 调整深圳市 2019 年至 2020 年小汽车调控增量指标

配置额度，每年增加投放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 4 万个。

近日，广州市中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办公室公布了 6 月份粤 A 牌增量指标

配置方案。 本月广州在原来基础上增加节能车摇号指标 5000 个，其中单位

指标增加 500 个至 600 个，个人指标增加 4500 个至 5400 个。 据悉，此前广

州节能车增量指标每年为 1.2 万个， 上个月节能车指标个人摇号配额

为 900 个，中签率约为 6.5%。 按照新政，未来 19 个月将会新增配置 5

万个节能车指标， 节能车每个月的摇号指标数量将提高到 3000 个以

上。“节能车摇号指标较此前的配置数值增加了 5 倍，因此 6 月份广州

个人节能车的摇号中签概率也将大大提升。 ”业内人士表示。

粤 A牌竞拍价有望回落

普通车指标方面，本月普通车竞价指标

增加 2000 个， 比原来的配置数量增加了

50%。 车市销售人士普遍认为，此次广深逐步

放款限购政策， 增加了汽车牌照配额可能会

降低汽车牌照竞拍的成本， 本月粤 A 牌成交

价有望回落。

记者查询车牌竞拍官网注意到，5 月广

深车牌竞价结果显示， 深圳个人车牌平均成

交价为 69873 元； 广州个人车牌

平均成交价为 42846 元。

摇号普通车指标仍是 5000 个，其中

单位指标 500 个， 个人指标 4500 个，数

量未变，普通车摇号竞争仍是十分激烈。

根据广州市 5 月车牌摇号情况， 全市约有

76.6 万人争夺 4500 个指标 ， 中签率为

0.587%，意味着 170 个人仅有 1 人中签。

多重利好刺激节能车销售

日前，国家发改委等三部委印发《推动重点消费品更新升级

畅通资源循环利用实施方案(2019~2020

年

)》，明确指出严禁地方

出台新的限购规定，不得对新能源汽车限行、限购。 根据 5 月 30

日广州市中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信息系统发布最新的《纳入节能

车增量指标范畴车型汇总表》显示，目前入选的节能车指标目录

的就包括广汽本田、广汽丰田、一汽丰田、东风本田旗下的 40 款

混合动力车。

指标增加、政策支持等消息无疑对这些本土车企而言是重大

利好。 在政策的推动下，不少厂家也迅速响应，拿出优惠方案“揽

客”。如广汽丰田推出活动包括为旗下车型推出 0 利率金融方案、

混合动力“电池无忧计划”等服务方案；东风日产则推出了购车 0

利率等措施；广汽本田也对旗下两款被列入广州节能车目录的车

型———第十代雅阁锐·混动、奥德赛锐·混动推出了相应优惠政策。

业内预计，在利好政策的推动下，广深两地车市今年下半年将增

加 7.33 万辆的新车销量。“主要的指标增量是在节能车上，政策利好节

能车的销售。 ”车市资深销售人士告诉记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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