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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汽车产销下滑

新能源汽车产销保持稳步增长
近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以下简称

“中汽协”)公布了 6 月我国汽车产销数
据。6月，国内汽车产销降幅有所收窄；
综合 1-6 月数据，汽车销量呈现降幅收
窄的趋势，这主要得益于乘用车市场的
回暖。

具体来看，6 月汽车产销量分别完
成 189.5 万辆和 205.6 万辆，环比分别增
长 2.5%和 7.5%，同比分别下降 17.3%和
9.6%，同比降幅比上个月分别缩小 3.9
和 6.8 个百分点。中汽协方面表示，由
于部分地区国五、国六切换，国五车型
加大促销力度，同时 6月 25日新能源补
贴 3 个月过渡期也到期，乘用车市场出
现一定回暖。

综合上半年数据来看，汽车产销分
别完成 1213.2 万辆和 1232.3 万辆，同比
分别下降 13.7%和 12.4%。中汽协秘书
长助理陈士华表示，今年上半年汽车产
销出现大幅下滑主要是受到宏观经济
下行造成的影响。此外，国五、国六的
切换过程中，消费者处于观望状态，不
利于汽车产业的发展。

乘用车产销降幅收窄
自主份额持续下降

6 月，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159.8 万
辆和 172.8 万辆，环比分别增长 7.2%和
10.7%，同比分别下降 17.2%和 7.8%，降
幅略小于汽车总体，由此乘用车市场已
经连续 12个月出现下滑。

在乘用车四大品类中，除MPV同环
比均下滑外，轿车、SUV和交叉型乘用车
环比出现上升，同比均出现大幅下滑。
中汽协方面表示，6月乘用车市场回暖，

主要是国五去库存过程中，经销商给出
大幅优惠造成的结果。

综合上半年数据来看，乘用车累计
产销分别为 997.8 万辆和 1012.7 万辆。
其 中 ，轿 车 产 销 分 别 为 490.4 万 辆 和
496.2 万 辆 ，同 比 分 别 下 降 13.4% 和
12.9%；SUV 产 销 分 别 为 421.6 万 辆 和
430.1 万 辆 ，同 比 分 别 下 降 17.6% 和
13.4%；MPV 产销分别为 65.4 万辆和 67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23.8%和 24%；交叉
型乘用车产销量分别为 20.4万辆和 19.4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5.3%和 17.5%。

分国别来看，6 月自主品牌销量为
66.4 万辆，环比增长 17.52%，同比下降
12.2%，市场份额达到 38.4%，同比下降
1.9 个百分点；上半年，自主品牌乘用车
共销售 399.8 万辆，同比下降 21.7%，市
场份额下降 3.9个百分点，仅为 39.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师建华
表示，宏观经济不好的情况下，购买中
低端车型的消费者比较敏感，因此对应
的车型下滑相对明显，而自主品牌恰好
处于这一区间。下半年随着利好政策
落实，自主品牌市场份额有望恢复到
40%以上。

此外，上半年日系品牌乘用车销量
保持小幅增长，德系降幅略低，其他外国
品牌均呈较快下降，法系降幅更为明显。

新能源汽车产销同比增长近五成
全年预计160万辆

新能源在 5月短暂低迷之后，6月依
旧处于高速增长的状态。6 月，新能源
汽车产销分别为 13.4 万辆和 15.2 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 56.3%和 80.0%。陈士华

表示，这主要是因为新能源补贴过渡政
策是 6月 25日，在补贴出现大幅下降之
前，车企促销有利于新能源的发展。

1-6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为 61.4
万辆和 61.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48.5%和
49.6%。其中，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为
49.3 万辆和 49.0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57.3%和 56.6%；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
销分别为11.9万辆和12.6万辆，同比分别
增长 19.7%和 26.4%。此外，燃料电池汽
车依然高歌猛进，6月产销分别为1170辆
和1102辆，同比分别增长7.2倍和7.8倍。

陈士华表示，由于成本居高不下，新
能源即使有补贴利润率依然很低，大概
为 2%-3%，在补贴大幅退坡的情况下，
新能源车企很难实现盈利。如果下半
年新车不涨价的情况下，很多新能源企
业必然会亏损，他们是否要继续生产还
要看如何取舍。“以目前的情况来看，新
能源车 7-8 月份数据不会好看，但是后
期会慢慢恢复，全年依然保持 160 万辆

的预期。”陈士华说。
此外，针对近期造车新势力新能源

车自燃的情况，师建华也予以回应。他
认为，没有外在因素的情况下，新能源
电动车的“自燃”确实是一种隐患，因为
汽车跟任何静态产品都不同，它就是为
了上路而生。“汽车的安全性是放在第
一位的，没有安全性汽车就是杀人武
器，我们不能为了满足续航里程等性能
而牺牲安全。出现自燃的情况，更是提
醒我们对汽车产业要怀有敬畏之心。”
师建华说。

谈及下半年汽车市场的发展趋势，
师建华表示，随着 7 月 1 日国家购置税
新政的正式实施及部分地区国六标准
的正式切换，消费动能或有所改善，这
些将会成为下半年市场需求改善的积
极因素。综合来看，今年全年汽车产销
负增长 5%左右，这还需要经济环境的改
善、企业的努力，以及消费者信心的恢
复。 姜智文

6月份多个城市
房贷利率现反弹

或将继续上调

今年 6 月份，在融 360 大数据研究院
监测的 35 个城市的 533 家银行分（支）行
中，除停贷银行外，有 422 家银行首套房
贷款利率持平，较 5 月份增加 28 家，占比
79.17%；66 家银行利率上涨，较 5 月份增
加了 39家；房贷利率下降的银行则从 5月
份的 108家减少至 44家。

值得关注的是，虽然大连、佛山、武汉
等少数二线城市在 6 月份的房贷利率有
所下调，但多数二线城市出现房贷利率上
调迹象。

对于一线城市，融 360 大数据研究院
李万赋表示，因为极个别银行下调房贷利
率，导致北京和上海的首套房贷利率略有
下调，分别从 5.39%和 4.92%下调至 5.37%
和 4.91%；深圳维持没有变化；广州地区则
开始反弹，6 家银行近期调高了房贷利率
水平，光大银行更是率先将首套房贷款利
率调整至基准利率上浮 20%。

融 360 大数据研究院发布的《6 月房
贷市场报告》显示，越来越多的城市加入
到房贷利率上调的行列，虽然仍有部分城
市仍有房贷利率水平下降的情况，但多是
利率较高银行的跟进调整，且数量远远小
于上涨的城市，因此，整体带来全国的房
贷利率平均水平有所上调。

李万赋表示，下半年银行的信贷资金
普遍比上半年紧张，再加上热门城市的房
地产调控等，预计接下来会有更多城市和
银行加入到房贷利率上调的大军中。彭妍

上半年全国40城
土地市场量缩价涨

上海易居研究院近日发布的报告显
示：2019年上半年，全国 40个城市土地成
交 面 积 为 25411.5 万 平 方 米 ，环 比 下 降
16.6%，同比下降 3.6%，成交量环比下降较
明显。回顾历史，成交量同比增幅于 2015
年上半年开始逐步上行，于 2018年上半年
见顶后回落，当前仍处于下降趋势中。

近两年来，土地市场价格持续上涨。
报告显示，40 城地价同比涨幅于 2016 年
上半年达到最大值 57.2%，随后开始持续
下行，并于 2018 年下半年触底反弹，2019
年上半年同比涨幅达到了 22.9%。从绝对
值 看 ，地 价 于 2017 年 下 半 年 见 顶 ，为
4918.2 元/平方米，2018 年下跌至 4250 元/
平方米左右的水平，2019年上半年再创新
高，为 5218.1元/平方米。

分城市来看，6 月份，40 城中土地成
交溢价率排名前 5的城市分别为金华、南
宁、荆州、深圳和福州，土地成交溢价率分
别为 72%、70%、58%、48%和 44%。其中，
深圳已经连续 4 个月无土地成交，深圳 6
月 24 日挂牌出让 5 宗居住用地，为 2019
年来首次出让住宅用地，并且有限价限售
等条件限制。溢价率较高一方面体现了
深圳作为一线城市良好的城市基本面，另
一方面体现了由于供地少导致房企在深
圳的库存量小，需要积极补库存。

从量价方面来看，一二线城市与三线
城市形成明显反差。6 月，4 个一线城市
土地成交建筑面积为 332.2 万平方米，环
比增长 27%，同比增长 41%。二线城市土
地成交建筑面积为 4273.1万平方米，环比
小幅增长 14.6%；同比增长 22.8%，地市成
交仍然较为活跃。当前二线城市地价已
经接近 2017 年下半年的历史最高地价区
间。 经参

在夏天，一手吃着小龙虾，一手喝
着啤酒，那感觉真是超级爽。油焖小龙
虾、麻辣小龙虾、十三香小龙虾……各
种口味的小龙虾都能让你欲罢不能。

今天不说主流的这些“名虾”，在
“吃货”心中，说到吃小龙虾，只要买来
食材配料，就能根据个人口味制作出一
道美味的家常菜系列之小龙虾。

先把买来的小龙虾处理干净，准备
刷子、剪刀等。小龙虾尾部正中间有一
条黑线，据说是它的消化道，弄出来时，
记得握住小龙虾的两个钳子以免夹到
手，然后“快、准、狠”的抽出那根黑线。

刷小龙虾时，有些人害怕小龙虾会
夹手，在洗的时候可以把它的两个钳子
握住，或者先把头部去掉，或是用剪刀
把虾头的四分之一剪掉，然后用流水冲
洗。

想要小龙虾更入味些，可以用剪刀
把虾的头部和尾部竖着各剪上一刀，这
样小龙虾的处理工作基本就完成了。

接下来就是烹饪小龙虾，大家可以
根据自己的喜好，添加配料。家常小龙
虾一般要准备的配料是：八角料包、葱
姜蒜、辣椒、花椒、料酒、油盐酱醋等。
在锅里倒入油，油锅热了之后，放入小
龙虾，加些许姜蒜、辣椒、花椒、料酒等，
煸炒出香味再捞出。

接着放些许水，放入八角料包等配
料，倒入煸炒之后的小龙虾，煮上几分
钟，再放些辣椒（根据个人口味）、盐酱
醋，最后撒上葱花就大功告成了。

不想出去吃，大家可以根据个人口
味自己制作小
龙虾，好吃又
实惠。 小九

自制美味
小龙虾

■相关链接

小龙虾怎么吃才健康？

除了机车短裤，这个夏天的爆款名
单上，“奶牛女工”连衣裙绝对可以上榜。

所谓“奶牛女工”裙指的是有泡
泡 袖 、宽 领 口（方 领 、鸡 心 领 、深 V
领）、高腰连衣裙。

“奶牛女工”裙受到青睐，主要是
因为它真的很舒服、方便，适合各种
场合，也能满足各种身材体型的女性
需求，而且几乎不需要任何穿搭技
巧，就能实现时髦的穿衣效果。

比如，日常通勤可以考虑纯色或
是深色格纹面料的裙子，长度则可以
选择中裙或是中长裙。再搭配一双
最近流行的猫跟鞋，或是方头粗跟凉
鞋，一定知性味十足。

如果是休闲穿搭，不管任何材
质、花色、长度，穿上它再踩一双小白
鞋或绑带凉鞋出门，绝对安全可靠。

出门度假，既可以选择小碎花，
也可以选择白色或是明亮的颜色，裙
子的长度可以完全按照个人喜好，长
短皆宜。

如果需要出席婚礼之类的正式
场合，颜色建议选择不太扎眼的纯
色，裙子长度可以在膝盖以上；面料
则可选择丝绸一类有光泽感的面料。

而对于想要在穿搭上做更多尝
试的人，可以试试以下穿法。

比如穿一条“奶牛女工”裙，再穿
一双牛仔靴。这样的穿搭绝对有范，
但是对腿长要求颇高。此外，可以选
择与小腿线条更贴合的低帮靴子或是
踝靴，甜美与阳刚碰撞，体现高级感。

选择“奶牛女工”上衣，通过搭配
牛仔裤、机车外套等单品，让整体风
格变得更为硬朗。

又比如，喜欢复古街头感的，可
以在连衣裙中内搭一件紧身罗纹针
织衫，再配以马丁靴。不过，这样的
搭配中，有纽扣设计的裙子会更合
适，因为这时候裙子就变成了外套衬
衫一样的存
在。楼婍沁 时尚快线

大家在家自己做小龙虾的时候，注

意一定要从正规渠道购买，不要食用野

生、来路不明的小龙虾。

在烹饪之前，一定要仔细洗干净，

烹饪过程中要烧熟煮透。不新鲜的小

龙虾如已经死亡、感官异常等不能吃；

不要吃小龙虾的头部和内脏；外出就餐

时，一定要选择有食品经营或是餐饮服

务许可证的正规卫生的餐馆。

小龙虾虽美味，但也要适可而止。

营养专家建议一天不宜吃超过一斤，或

一次别超过 10 只，一周吃 1~2 次为宜。

过敏体质、痛风等人群不宜吃。若是吃

油焖大虾，建议您可以再搭配些水果。

还要注意的是，吃小龙虾后如果出

现全身或是局部的肌肉酸痛等症状，建

议立即就医，不要耽误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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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0日，体彩大乐透第 19079期开奖，前区开

出号码“10、13、16、28、35”，后区开出号码“04、
05”。本期是新规则上市后的第 61 期开奖，以

2.71 亿元的全国发行量，为社会筹集彩票公益金

9765万元。

本期全国共开出 4 注头奖。4 注均为基本投

注一等奖，单注奖金 1000万元，分落河北、江苏和

安徽。

数据显示，河北中出1注的1000万元基本投注

头奖出自承德，中奖彩票是一张4元2注单式票。

江苏中出 2注 1000万元基本投注头奖。其中

1注出自苏州，中奖彩票是一张“10+3”复式票，投

注金额 1512 元，投注注数 756 注，单票中奖金额

1152万元。另 1注出自扬州，中奖彩票是一张“8+
3”复式票，投注金额 336元，投注注数 168注，单票

中奖金额 1147万元。

安徽中出的 1注 1000万元基本投注头奖出自

马鞍山，中奖彩票是一张“8+2”复式票，投注金额

112元，投注注数 56注，单票中奖金额 1005万元。

二等奖中出 75 注，单注奖金 70.49 万元。其

中 8注为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 56.39万元。追

加后，二等奖单注总奖金为 126.88万元。

本期，三等奖中出 133 注，单注奖金为 10000
元。四等奖中出 641 注，单注奖金为 3000 元。五

等奖中出 13046注，单注奖金为 300元。六等奖中

出 21765 注 ，单 注 奖 金 为 200 元 。 七 等 奖 中 出

28720注，单注奖金为 100元。八等奖中出 662771
注，单注奖金为 15元。九等奖开出 7003275注，单

注奖金为 5元。

奖池方面，本期开奖结束后，42.82 亿元滚存

至 7月 13日（周六）开奖的第 19080期。

张慧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