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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六倒计时 车企、经销商大促清库存

□

信息时报记者 梁斯君 曾祥萍

7 月 1 日起， 国内多个城市

即将实施国六排放新标准。 自今

年 5 月以来， 上汽大众、 上汽通

用、长安、吉利、广汽传祺等主流

车企纷纷“内部挖潜”，给出大幅

优惠鼓励员工买国五车。 在不少

4S 店，“甩卖”国五车更成为经销

商们本月的冲刺性任务。 与此同

时， 无论是本土零部件上下游供

应商还是外资零部件厂商， 也在

快速迭代的同时承受压力。

多地经销商

库存仍处高位

日前，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5

月汽车经销商库存报告，调查结果显

示，5月份汽车经销商综合库存系数

为1.65，同比上升4%，环比下降18%，

库存水平位于警戒线以上。 品牌类别

方面，5月自主品牌、合资品牌、高端

豪华品牌库存系数环比呈下降趋势。

自主品牌库存系数为1.81， 环比下降

29%， 但依然处于高位。 值得注意的

是，5月共有五个品牌库存深度在两

个月以上，分别是广汽传祺、东风悦

达起亚、东风雪铁龙、奇瑞、长安乘用

车。

时值国五国六切换的关键时期，

5月起， 所有经销商都在加快清除国

五库存车， 而对于批发进车更加谨

慎。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6月8日发起

“提前实施好国六排放标准的倡议”，

呼吁企业即日起停止向国六提前实

施区域供应国五车辆，主动减少国五

车辆的生产供应。 部分行业协会也提

出主机厂停止向经销商提供国五车

型的倡议。 如重庆市汽车商业协会于

10日下发“致各品牌汽车供应商的公

开信”， 呼吁品牌厂家取消对经销商

的商务返利考核，在充分尊重经销商

意愿的前提下，合理调整经销商的年

度商务计划； 并且提供专项促销资

金，帮助经销商迅速消化非国六库存

车。

主机厂内部促销 部分车款五折“甩卖”

车市乏力，加上国六逼近，不少车

企开始靠内部员工买车来舒缓库存压

力。 记者从上汽大众内部获悉，公司正

在通过给予优惠补贴的方式让员工购

买上汽大众的国五车型，一般平均都至

少可以到原来车价的 6~7 折，如途观丝

绸之路版车型员工价仅为十万元出头，

折扣比例甚至达到接近 5 折。内部人士

透露， 为了不影响经销商正常经营，上

汽大众此次员工福利购车有严格的资质

审核和约束。 上汽集团另一个合资品牌上

汽通用也在推出新政策以优惠补贴促销国

五车型，不同的是，上汽通用并不限定购

买人身份，员工的亲友都可以。

除此以外，吉利、一汽、长安、传祺、

比亚迪等国内主流车企也都于近期公

布了员工内部购买国五车的具体优惠。

例如比亚迪汽车，对于燃油车型比亚迪

对内部员工购车价的基础上， 再加码

16800 元用车补贴， 分 24 个月 700 元/

月进行补贴；对于新能源车型，比亚迪

对内部员工购车价的基础上， 再加码

10000 元现金优惠，而全部促销车型皆

为国五排放标准。“这次相当于是公司

补贴员工，也消化掉一部分企业国五库

存的压力。 ”比亚迪内部有关人士近日

对记者表示。

而广汽传祺 6 月 1 日起向所有员

工及供应商员工下发特惠购车活动，国

五车优惠幅度从 20%~45%不等，其中手

动车型幅度最大，最大优惠达到 55 折，

接近半价出售的价格。 传祺中型轿车

GA6 手动版指导价为 10.28 万的价格，

优惠后仅 5.6 万元； 传祺销量最高的

SUV 车型传祺 GS4 自动版， 优惠完仅

6.8 万左右。 面对即将实行的国六排放

标准，广汽集团总经理冯兴亚此前曾表

示：“目前，调库存、减库存、去库存是广

汽集团的主要任务。 ”此次活动应该也

是广汽集团去库存的计划之一。

对此， 资深车市分析师贾新光指

出，“国六提前实施进一步加剧了市场

观望情绪，加上市场整体不好，消费者

对国五会更不感冒，就车企来说，为了

避免订单损失，包括尽快摊销国六投入

成本，避免进一步给经销商压库，所以

用了内部消化这招，而内部优惠主要还

是为了保护市场价格。 ”

终端价格折扣大 但观望情绪浓厚

记者走访广州市汽车经销商发现，

目前大多数合资或者自主品牌都有国

五国六车型同时售卖的情况。一些车型

则明确表示， 目前只有国五版本提供，

而国六版本则需要提前预订。为更快消

化车型，4S 店对于一些热门车型，优惠

力度和提车的便利性都有了很大提高，

不少国五车型都是“现车销售”。目前针

对国五车型， 部分 4S 店会提供非常大

的折扣， 如 20 万~50 万售价区间的国

五车， 都会比同样的国六车型便宜 1

万~3 万元不等。

尽管目前国五车型折扣优惠很大，

但消费者观望情绪仍是十分浓厚。“现

在我们的展厅都没有客户进来呀。 ”在

广州一家荣威经销商 4S 店， 销售人员

陈先生对记者感叹道。中国汽车工业协

会秘书长助理陈士华表示，目前消费者

购车的积极性不高，特别是经销商通过

降价促销，一些整车企业采用非理性的

手段降库存，内部购买优惠幅度低至 6

折。 消费者观望心理反而更重，降价并

没有带来明显的销量上升。

不过，也有不少经销商对于国六标

准早有准备，库存车并不多，市场处于

正常销售状态。“从去年 10 月份开始进

货拿车都已转为国六车，经过这半年的

消化，国五车只剩下几台，其他都是国

六标准的新车。 ”上汽大众番禺区一家

4S 店销售负责人潘经理告诉记者。

上下游供应商

快速迭代

据悉， 除了一线销售市场

受到不少影响以外， 负责供货

主机厂的上下游零部件厂商也

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相关部

件的升级。目前，全国已经有 75

家企业的 1676 个车型进行轻

型车国六环保信息公开， 上汽

动力、潍柴、广汽祺盛动力等本

土发动机企业相继发布了符合

“国六”标准的发动机。 同时，博

世、 马勒以及采埃孚等全球零

部件厂商也是频频出击， 在中

国市场推出针对国六标准的发

动机、零部件及集成系统。

不过，国六标准提前实施，

对零部件厂商带来不少挑战。

一位本土品牌采购部负责人接

受信息时报记者采访时说道，满

足完整的国六排放标准，不仅需要

改善某个单独的零件，更要对于动

力系统总成进行升级，基于对技术

的要求，大部分主机厂还是会采购

外资零部件品牌， 因此成本价高

出不少。 另一位自主车企的研

发人员也有类似的感慨， 他表

示， 国六标准在全球具有一定

的超前性， 部分指标甚至要超

出原有标准近 50%， 对于技术

的考验自然也会很高。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汽车工

程学院讲师刘淼表示， 相比于

国三、国四、国五之间的切换时

间， 国六的切换速度只有不到

两年，是此前的二分之一，本土

零部件企业在技术上由于后发

者的劣势所在， 尤其是在环保

和减排层面有所不足， 国六作

为严格的标准，

在系统化、集成

化提出了很大

的考验。外资零

部件企业博世

中国总裁陈玉

东表示， 虽然博世在

行业的份额较为领

先， 但产业内的竞争

和洗牌仍将成为未来

一段时间的关键词。

新规实施不影响国五车正常使用

国六来了， 国五车还可以开多久？

成为不少市民的疑虑。 记者了解到，国

五标准从 2017 年才开始实施， 依旧是

目前市面上的主流标准。国六标准的实

施并不影响国五车的正常行驶和流通，

只要符合国家在用车检验检测，都可正

常上路行驶。

“现阶段商家降价主要是为了政策

性因素，并不代表国五车不好，而厂家

清库存，国五车的价格更优惠，倒能省

下不少购车钱。 ”有汽车行业资深人士

如是道。

对于没有消化完的国五车处置，某

合资品牌 4S 店总经理告诉记者， 经销

商此前也经历过国四切换国五的时期，

厂家和区域都会给到一定支持，通过预

先上牌或者跨区域销售等方式来消化

国五车型。

专家观点

国六标准走在欧标之前

据悉， 我国从

2000

年开始出台

机动车排放标准，只有满足标准的汽

车才能出厂销售。 中国第一阶段排放

标准简称为“国一”。 从“国一”到“国

五”， 我国的排放标准一直沿用欧洲

的法规体系，排放标准不断加严。

到了“国六”，氮氧化物（

NOx

）和

颗粒物 （

PM

）排放限值 、发动机测试

工况 、

PEMS

实际道路排放测试等方

面要求已经超过欧洲排放标准走得

更前。

“中国国六标准是比目前欧洲排

放标准走得更前的标准 。 ”上海交大

汽车 节 能 技 术 研 究 所 所 长 殷 承 良

教授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说道 ，在他

看来 ，中国作为国际范围内后起的

汽车市场执行一个比欧洲还严格的

排放标准，就难免需要经历阵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