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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

报废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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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商务部等7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2021款比亚迪唐16.58万元起售

报废汽车的身价或将上涨
相关细则将于9月1日施行；
市场未来规模有望突破每年1100亿元

再制造零部件价格会比新品低40%至50%
据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报废车
分会秘书长张莹介绍，截至今年上半年，国
内 报 废 汽 车 的 价 格 普 遍 在 每 辆 400 元 至
600 元之间，部分地区调整定价模式后升至
千元左右。
机动车报废的价格高低主要受车型、
车况、排放标准以及零部件金属含量、重量
的影响而有所不同，业内有人戏称机动车
报废是“论斤卖”。长期以来，
“ 报废车卖不
上价”已成为不少车主的固有印象，成为车
主报废机动车积极性不高的原因之一。回
收拆解企业“吃不饱”
“ 收车难”现象也较为
普遍。
即将施行的新回收办法，对于机动车报
废的回收利用作出进一步的细化和说明。
其中，
“ 五大总成”松绑，将会成为影响机动
车回收定价的关键因素。
“五大总成”是指机
动车的发动机、变速箱、方向机、前后桥、车
架。与以往的回收“论斤卖”相比，新回收办

本报记者张翼 长沙报道
长 久 以 来 ，报 废 车
卖不上好价格，已经成
为不少车主的固有印
象，而这也使得一些汽
车被人抛在路边，成了
无人问津的僵尸车。对
于报废车辆的回收，主
要就是将其拆解压扁后
作为废钢进行销售。
据 公 安 部 统 计 ，截
止至今年 6 月，全国机动
车 保 有 量 已 经 达 到 3.6
亿辆，69 个城市汽车保
有量超过 100 万辆。在
这其中，
每年都会有上万
辆机动车达到报废标准而
并未妥善进行报废处理。
商务部等 7 部门联
合发布的《报废机动车
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
则》
（以下简称“新回收
办法”
）将于 9 月 1 日起
施行。细则从资质认定
和管理、监督管理、退出
机制、法律责任等方面
进行了明确规定。细则
的施行，将加速我国报
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业
迈入市场化发展进程，
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
展，车主处理报废汽车
也将更加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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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公安部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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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至 600 元之间，

机动车报而不废会给车主带来违法风险

部分地区调整定价模
式后升至千元左右。

部分车主因报废补贴少、需处理违章等
原因，长期拖着机动车不进行报废，有的直
接将车辆丢在一边不管。
“这种现象大多与车主不理解报废车的
回收再利用有关。”张莹表示，如果非法拼装
重新上路，无疑将成为行车安全的重大隐
患，
同时也会给车主带来违法风险。
业内专家表示，报废车辆非法拆解过程
中，废油废液一旦在违规拆解中渗入地下，
这片土壤将无法复耕；蓄电池、安全气囊、新
能源动力电池等不合理的处置都会产生对
人体有害的物质。
乘用车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认为，报

随着我国报废
汽车数量逐步增长，
汽车拆解市场未来
规模有望突破每年

110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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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确认允许将具有循环利用价值的报废机
动车“五大总成”出售给具有再制造能力的
企业，经再制造后予以再利用，因此报废车
回收价格有望提升。
一般情况下，机动车在维修过程中，往
往会优先使用新的原厂零件。现在，消费者
根据机动车具体使用情况，可以选择机动车
回用件及再制造零部件进行维修。如此一
来，对于车龄偏高的车主来说，维护成本将
会明显降低。
“以变速箱为例，新变速箱和再
制造变速箱在实际使用上差别并不会很大，
再制造零部件按国家标准，不会低于新件的
性能，但价格会比新品低 40%至 50%。”一位
汽车业内人士说。
此外，新回收办法中关于监管的强化及
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落实也有助于报废
车辆回归正规渠道。随着我国报废汽车数
量逐步增长，汽车拆解市场未来规模有望突
破每年 110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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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机动车报而不废，严重扰乱市场的同时
也不利于汽车产业发展。
“ 报废车流入黑
市，不仅导致环境污染，还会对道路交通安
全产生影响。”他表示，新规施行后，以往存
在的私自拆车拼装维修等问题有望得到改
善，有利于推动汽车维修和社会车辆的总体
安全性提升。
同时，此次细则还明确，回收拆解企业
应建立报废机动车零部件销售台账，如实记
录“五大总成”数量、型号、流向等信息，并录
入“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应用服务”系
统。
“信息化管理可追溯，将成为规范发展报
废汽车回收利用的重要保障。”
张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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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长 沙 讯 日 前 ，比 亚 迪 2021 款 唐 、唐
DM 和唐 EV 正式上市，售价 16.58 万元起。相比
老款，此次燃油车型仅保留了一款旗舰版，定价
也有所下调。猜测，这是为随后上市的宋 PLUS
腾出价格空间。
外观方面，2021 款唐延续了现款车型的整体
设计，仅在格栅、轮圈和饰条等细节处进行了微
调。内饰方面，作为改款重点，采用了全新家族
内饰设计语言，带来 S 级环抱式豪华智能旗舰座
舱。配置方面，配备 12 个 Dirac 高保真扬声器、
DiLink3.0 智能网联系统、绿净系统和负离子发生
器于一体的“超生化模式”、智能杀菌氧吧、千里
眼模式等。另外，DiPilot 驾驶辅助系统也更加完
善，不仅有车道偏离辅助功能，甚至还加入了车
道偏离方向盘震动提示功能，而像盲区监测、后
碰撞预警、后方交通穿行提示也都能提升城市行
车的安全系数，
跟好地保护驾驶员和乘客的安全。
动力方面，2021 款比亚迪唐燃油版依然搭载
2.0TI 发动机，匹配一台 6 速手自一体变速箱；唐
DM 继续搭载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电动机的组
合，综合最大功率 586 马力，峰值扭矩 900 牛米，
百公里加速时间由原先的 4.5s 被提升到了 4.3s，
综合续航可达 800 公里；唐 EV 则搭载刀片电池，
续航里程从现款的 520 公里提升到了 565 公里。
记者毛传 实习生吴静

起亚凯酷预售16.18万元起
本报长沙讯 8 月 20 日，
东风悦达起亚官方正
式公布了全新车型凯酷（K5）的新车预售价格及相
关信息。据悉，全新一代起亚 K5 基于起亚最新
I-GMP 平台研发而来，
不仅在轻量化和安全性上
有所提升，在操控性部分也有着较大的优化。前
期预售信息中仅公布了 3 款车型的售价及配置信
息，
包牌预售价区间为 16.18万元至 18.98万元。
全新起亚 K5 在外形上采用最新的设计。新
车的中网采用内凹式的设计，两端与带有不规则
造型 LED 灯带的头灯相连，搭配俯冲式的前发动
机盖，显得很有气势。尺寸部分，
国产凯酷在车身
尺寸上要比海外版 K5 有所增加，
分别在车身长度
增加 75mm，轴距增加 50mm。整车长宽高尺寸达
到了 4980mm/1860mm/1445mm，
轴距为 2900mm。
凯酷在国内共推出两款动力总成，分别为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匹配 7 速双离合变速箱及
2.0T 发动机搭配 8AT 变速箱。其中，1.5T 动力版
本最大马力 170 匹，最大扭矩 253N·m；2.0T 版本
最大马力 240 匹，最大扭矩 353N·m。 记者毛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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