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增车牌指标新增车牌指标
最高补贴最高补贴 22 万元万元 各地争相鼓励买车

随着“阶段性减征部分乘用车
购置税600亿元”的政策的出台，各
地的汽车消费鼓励政策也接踵而
至。业内人士预测，汽车行业即将
迎来一轮“爆发式”增长。在政策

“组合拳”影响下，有望带动额外3000
亿元左右的整车销售额。进一步通过上游
的原材料产业和下游的保险金融行业，产
生5000亿元左右的经济拉动效果。

提供新增购车指标的限购城市
已超六成

记者梳理发现，在全国八个实行长期
汽车限购政策的城市中，包括上海、广州、
深圳在内的五个城市已经增发购车指标，
总指标增加数达16.5万个。

其中，上海将在年内新增非营业性客
车牌照额度 4 万个；广州将在原有基础
上，增加 3 万个购车指标；深圳则直接新
增投放 2万个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杭州
将一次性配置 4万个小客车指标；天津将
增投3.5万个增量指标。

不过，限购城市提供的新增指标，在针
对人群和配置方式上有所不同。深圳和杭
州均表示，将通过专项摇号的方式，向累计
摇号超过一定次数的人群一次性配置新增
指标。而天津则表示，增投的增量指标，将

平均配置到 2022 年 6 月-12 月这七个月
中，每月增加配置数量为5000个。

地方纷纷鼓励买车
新能源汽车支持力度大
除了新增购车指标外，包括北京、上

海、广东等多地已出台了相应的汽车消费
刺激政策，消费者在购买或置换新车时可
享补贴，最高可达2万元。

不过，各地针对普通燃油车和新能源
汽车的补贴力度有所不同。

以广东省的政策为例，报废旧车，购
买新能源汽车的补贴 10000 元/辆、购买
燃油汽车的补贴 5000 元/辆；转出旧车，
购买新能源汽车的补贴 8000元/辆、购买
燃油汽车的补贴3000元/辆。

深圳市更是对购置新能源汽车的中
签者，将给予最高不超过2万元/台补贴。

中汽协副秘书长陈士华在接受采访
时告诉记者：地方支持新能源汽车的力度
要大于传统(燃油)车，这是一个明显的特
点。在部分地区购买新能源汽车，最高补
贴已达2万元。

车企抢客
补贴政策“琳琅满目”

除了政策支持汽车消费外，汽车企业

也积极跟进发补贴，搞促销。上汽大众、
东风日产、长安汽车、吉利等二十多家合
资和自主车企都已相继推出相关政策。
补贴的形式既包括置换、购车时的厂家贴
现、也包括金融礼包、油费补贴、保险补贴
等，各种补贴形式可谓“琳琅满目”。

专家：
政策惠及的车辆料超1000万辆

在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财税与金
融首席专家刘斌看来，“阶段性减征部分
乘用车购置税 600 亿元”和“提供新增购
车指标”可谓两项“杀手锏”，能有效起到
拉动汽车消费的效果。

刘斌表示，新增购车指标等虽然是短
期措施，但能够扭转车市的不利局面，而
减税(阶段性减征部分乘用车购置税600
亿元)的政策能够惠及的车辆超过1000万
辆，政策力度已经达到预期了。

在陈士华看来，限购城市增加购车指
标，将对汽车销量产生直接的促进作用。增
加的指标直接就能够形成当年的购买的实
物量，这个是显而易见的，地方增加购车指
标的措施是非常值得鼓励陈士华还呼吁地
方政府多出台促进当地汽车消费的政策，
中汽协会希望没有增加指标的城市，也能
尽快增加一些购车的指标。（据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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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万千家庭买房密切相关的

公积金，近来在多地发生了新变

化。除了本轮楼市调整中的“常规

操作”降首付比例、提最高额度，一

些新招、奇招也陆续出台。

一人买房全家帮

多地出台公积金新规
“一人买房全家帮”

6 月初，中国经济特区之一的广
东省珠海市印发《发挥住房公积金作
用支持服务“产业第一”工作方案》。
其中提出的“一人购房全家帮”政策，
引发了相当大的关注。

具体来说，在珠海市缴存公积金
的职工，可提取账户余额的 90%帮助
其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购房支
付首付款，也可按还贷提取，逐月提取
公积金用于帮助其直系亲属(配偶、父
母、子女)偿还购房贷款。

有人觉得这种做法存在“全家绑
在车上”的风险和“鼓励啃老”的嫌疑，
也有人认为，此举也有利于让公积金
发挥更大作用。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
研究总监严跃进指出，此次则是明确
了公积金的账户金额，而不是以往理
解的家庭成员的自有资金或储蓄。

“公积金新政发出后，很快就有购
房者来咨询了。他们觉得挺好的，爸
妈已经被限购了，公积金也在账户里
闲置着，不花出去就只能等退休才拿
出来，还有贬值风险，挺浪费的。”有珠
海的房地产中介对记者表示。

“还有人来咨询，子女有房、父母
名下没房的话可不可以以父母的名义
买房。现在细则还没出来，但目前看
来直系亲属是可以的，我们会提醒注
意父母年纪大的话按揭年限可能比较
短。”上述房地产中介提到。

“这也是公积金贷款政策的一个
创新，具有创新性和示范性，各地公积
金政策支持企业和职工的导向会更加
清晰。”严跃进认为。

同样的思路很快在四川资阳得到
实施。6月6日，资阳市印发的《<促进
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政策措施>
的通知》提出实行公积金家庭代际间
互助。

具体而言，缴存职工在本市行
政区域内购买自住住房，可申请提
取父母或子女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
购房款。

公积金缓缴
租房额度提升仍有空间

7日，北京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发布《关于实施住房公积金阶段
性支持政策的通知》，重点提出：受疫
情影响单位可申请缓缴公积金、缴
存人租房提取额度提升。这也是近
来公积金政策的主要调整方向。

在公积金缓缴方面，湖南长沙
7 日明确，困难企业可线上申请缓
缴公积金，困难职工贷款权益不受
影响；广西梧州 6日发文称，受疫情
影响的企业，其在职职工上年的月
平均工资收入低于梧州市上年职工
月平均工资的 70%，可按规定申请
缓缴 2022年 6月-12月期间的住房
公积金，到期后进行补缴。

“缓缴包括公积金在内的社保，
推迟公积金贷款偿还，目的在于稳住
市场主体，稳住工作岗位，提振市场
信心，兜底保住民企、中低收入群体、
中小微企业。”广东省规划院住房政
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表示。

在公积金租房方面，浙江衢州
8 日提出，支持缴存人及其配偶租
房提取公积金，最高 2000元/月；浙
江杭州 6 日发布，缴存人可按月提
取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提取限额
按现有标准上浮25%确定。

此类政策的发布可追溯至 5月
24日，当时住建部等三部门发布通
知明确，各地可提高住房公积金租
房提取额度；受疫情影响企业，可申
请缓缴住房公积金，指导各地公积
金工作开展。

“除了额度增加和首付比例的
下调，住房公积金政策有更大的优
化空间，无论是从企业还是居民家
庭，无论是购房还是租房。”严跃进
认为，这有助于进一步丰富完善当
前住房金融政策内容，直击市场的
痛点，发挥了住房公积金的保障、便
民、托底的政策效应。

（据中国新闻网）

更多地方公积金买房
首付比例降至二成

自2月开始，“二成首付”已屡屡出现
在商业银行贷款的标准之中。随着政策
池的逐步加宽与走深，公积金的首付比
例也迎来更新。

7日，江西省南昌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发布《关于调整我市住房公积金贷
款首付比例的通知》，缴存职工家庭使用
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首套普通住房(含
商业性住房贷款转住房公积金贷款)，最
低首付比例由30%调整为20%。

同日，浙江温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发布《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支持政
策》，明确缴存职工家庭购买、建造、翻
建、大修首套自住住房，住房公积金贷款
最低首付款比例降至20%。

6 日，徐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
站发布《关于实施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政策
的通知》。首次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的，
新建商品住房首付比例由 30%调整为
20%，二手房首付比例由40%调整为30%。

同日，河北唐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发文称，缴存职工购买首套和第二套自
住住房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最低首付款比
例均由不低于30%调整为不低于20%。

依照各地实际情况，多地也对公积
金的最高贷款额度进行了部分调整。

山东泰安：

提高无房职工租住商品住房
提取公积金标准

6月 7日，山东省泰安市发布《泰安市住
房公积金中心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实施
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支持政策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

《通知》调整无房职工租住商品住房提取
公积金标准。无房职工租住商品住房，提供
身份证明、本人及配偶无房证明的，夫妻双
方每年可提取额度由 14400元上调至 18000
元；同时提供房地产管理部门出具的房屋租
赁备案证明及完税发票的，按发票金额提
取，但每年不得超过30000元。

浙江衢州：

支持缴存人及其配偶
租房提取公积金

浙江省衢州市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7日
发布关于实施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支持政策
的通知，明确缴存人及其配偶在工作地无自
有住房且租房的，按实际房租支出提取住房
公积金，租房提取额上限为 2000元/月。该
通知具体内容如下：

支持企业阶段性缓缴住房公积金 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的企业和灵活就业人员，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可申请缓缴住房公积
金，并在2023年6月30日前一次性或分期完
成补缴的，视同连续正常缴存。

注重维护缴存人的权益 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的缴存人，在2022年12月31日前住房
公积金贷款不能正常还款的，经申请不作逾期
处理，并在2023年6月30日前一次性或分期还
清逾期贷款本息总额的，不作为逾期记录报送
人行征信系统，不作为公积金信用不良处理。

支持缴存人及其配偶租房提取公积金 缴
存人及其配偶在工作地无自有住房且租房
的，按实际房租支出提取住房公积金，租房
提取额上限为2000元/月。

加强公积金业务服务保障 优化办事流
程，简化证明材料，通过省政务服务平台-公
积金应急帮扶提升网上办、掌上办的服务水
平，保障疫情期间住房公积金公共服务畅通
高效便民运行。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政策实施期间，
各缴存单位和缴存人到市公积金中心各服务
窗口办理，并填写相关表单。待浙里办平台应
急帮扶模块系统上线后，可在线申请。

（据中国新闻网）

发放消费券摇号抽奖

汽车消费再获新动力
在国家出台了相关政策促进汽车消费

后，各地方救市政策密集出台，通过用发放
汽车消费券、摇号抽奖等方式，“真金白银”
加大汽车消费的力度，补贴形式包括直接
购买新汽车、以旧换新、以摩换汽等。

据统计，截至 6月 1日，已有 16个省
市出台相关方案。其中，上海年内将新
增4万非营业性客车牌照；广州5-6月额
外增加3万节能车购车指标；深圳新增投
放2万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等等。

补贴方面，上海将对报废、转出旧车
并购纯电动汽车的予 1万元/台补贴；深
圳年内会对新购置新能源汽车的给予不
超1万元/台补贴。湖北、江西、山东等地
也相继出台了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政
策，补贴力度多在3000-10000元区间。

（据金融界）

（据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