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理方昨天尚未收到“ 四大举措”细则
昨天市场上的二手车牌照价格略涨

A07
2012年6月7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黄凤 美术编辑 王丹华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时事

》发布厅

管理方尚未收到实施细则
昨天的中山北路二手车市场分外热

闹，经销商们一早就聚在大厅议论纷纷，
不出所料，他们谈论的内容基本都放在了
交港局的四大举措上。

“ 不得了，新政策来了，老张你看怎么
办？”“ 不知道！我现在也没什么头绪，只
好再等几天看看吧。”黄牛们交头接耳，坐
立不安。

即使私车额度拍卖的新政策将陆续
出台，黄牛们仍在观望，他们宁愿继续捂
牌，也不愿轻易出手抛牌。一名黄牛甚至
称，新政出台后，我们不能很快交易二手
牌了。

对此，记者采访了中山北路二手车市
场有关负责人，该名沈姓负责人表示，目前
市场管理方尚未接到“ 四大举措”的具体
实施方案与细则。“ 我们也是从媒体上获
悉的，通知都没收到，怎么可能让他们停卖
牌照呢？”记者随后询问了多家二手车商，
他们均表示可以出售牌照，但是价格较高。

“ 68700元，价格不能再低了，要不要随便
你。你如果讨价还价，我还不想卖呢。”一
名黄牛透露，昨日市场上的二手牌照的价
格略涨，交易量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或将影响汽车销售
对于四大措施的出台，上海中山北路

二手车市场有关负责人认为，它肯定会对
本市车牌价格走势产生影响，但其中的

“ 今年7月起，上海将对私车过户年限从目
前的1年延长至3年”以及“ 二手车额度纳
入拍卖平台统一管理”措施可能会影响汽
车销售。

该负责人表示，私车过户年限从1年
延长到3年后，肯定将使得“ 黄牛”投机炒
作车牌的时间成本、资金成本会明显提
高，影响其炒牌的积极性，甚至会吓退一
部分黄牛。“ 政府出发点肯定是好的，想通
过打击黄牛让车牌拍卖价格稳定下来。私
车过户年限延长后，通过二手车过户方式
赚取车牌差价的投资者会随之减少。”但
是这名管理人员表示，过户时间延长将可
能对二手车市场以及新车市场带来影响。

“ 我们市场里的二手车大多是三五年内
的，过户时间延长至三年，可能会让我们
的交易量减少。现在开两年换新车的车主
也不在少数，届时他们的换车时间将延
长，这也会影响到新车的销售。”

据透露，二手车额度纳入拍卖平台统
一管理的考虑，在前两年就曾被提起，却

最终并未实施。“ 二手车、牌分离后，二手
车将不能即时交易，一定要等到每月一次
的拍牌结束后，才能获得二手车牌的最新
行情，给二手车交易设置了障碍。”

本月上涨与否恕难预料
在这一系列的举措下，沪牌价格会在

本月的拍卖中延续涨势，还是迫于政策压
力出现回落？对此，业内人士表示，恕难预
料，路越来越堵，车牌越来越贵，要寻找这
样一个平衡点很难。“ 最终还得看供求。”

记者了解到，目前上海每月新车销售
即便不景气，也会卖出3万辆，因此即便私
车额度投放量增加到9500个，也很难满足
市场需求。“ 若是新政能吓退黄牛，或是大
大降低参与拍卖的人数，那牌照价格才有
下跌的可能。”

也有悲观者认为，本月价格可能再度
高涨。“ 新政的关键在于过户年限从一年
提高到三年。这样必然会导致二手市场沪
牌数量下降。这个下降数量假如没有在每
月机动车额度投放数量上弥补的话，沪牌
的涨幅幅度只会比现在还要高。又如，如
果今后买好新车才能上牌的话，那万一几
次拍不到车牌，车子的临时牌又过期，车
主就只有孤注一掷高价位去拍了。”

本报讯 记者 马鈜 包括轨交9号线
三期（ 南延伸）的松江体育中心站、醉白
池站和松江南站站，12号线的七莘路站、
虹莘路站等在内，本市36个轨道交通车站
名称获得批准；同时，原轨交7号线“ 船厂
路站”更名为“ 龙华中路站”。市政府新闻
发言人徐威昨天详细介绍了相关线路车
站命名情况。

据介绍，轨道交通9号线三期（ 南延
伸） 工程3座车站自北向南依次命名为松
江体育中心站、醉白池站和松江南站站；
而轨道交通12号线工程32座车站自西南

向东北依次命名为：七莘路站（ 与原规划
17号线换乘）、虹莘路站、顾戴路站（ 与原
规划16号线换乘）、东兰路站、虹梅路站、
虹漕路站、桂林公园站（ 与规划15号线换
乘）、漕宝路站（ 与1号线换乘）、龙漕路站

（ 与3号线换乘）、龙华站（ 与在建11号线
换乘）、龙华中路站（ 与7号线换乘）、大木
桥路站（ 与4号线换乘）、嘉善路站（ 与9号
线换乘）、陕西南路站（ 与1号线、10号线
换乘）、南京西路站（ 与2号线、在建13号
线换乘）、汉中路站（ 与1号线、在建13号
线换乘）、曲阜路站（ 与8号线换乘）、天潼

路站（ 与10号线换乘）、国际客运中心站、
提篮桥站、大连路站（ 与4号线换乘）、江
浦公园站（ 与规划18号线换乘）、宁国路
站、隆昌路站、爱国路站、复兴岛站、东陆
路站、巨峰路站（ 与6号线换乘）、杨高北
路站、金京路站、申江路站（ 与原规划19号
线换乘）和金海路站（ 与规划9号线东延
伸换乘）。

此外，由于地区规划调整，船厂路
取消，目前已经运营的轨道交通7号线“ 船
厂路站”此次也更名为“ 龙华中路站”，并
将与在建轨道交通12号线换乘。

本报讯 医生的一天是怎样度过的？
急诊室里的故事又是怎样的？手术台上，
会发生怎样的情况？如果您也对这一切
感到好奇，如果您也想对医院有更深入
的了解，甚至于，如果您有兴趣对“ 医患
关系”的改进提出自己的想法，本报邀请
您于6月12日，一起走进瑞金医院，体验
医生的一天。

报名电话为021-61933111，报名邮
箱为qnbyw@163.com或者私信本报新浪
微博@青年报@上海青年调查报名。报名
时请提供自己的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
及基本情况。

报名截止时间为6月7日，我们将从
热心读者中选择5名和我们一起来体验
医生真实的一天。

近300名农民工子女
戴上爱心眼镜

本报讯 记者 刘晶晶 在第17个全国
爱眼日来临之际，首批283副近视眼镜，通
过市经济和信息化工作系统的风尚小队
青年志愿者自驾车运送的方式，送到位于
浦东、宝山的3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帮助
283名视力低于0.4的孩子佩戴上了属于自
己的眼镜。

由团市委、市慈善基金会、市经济和
信息化工作党委共同主办，市经济和信息
化团工委、上海青年家园民间组织服务中
心共同承办的“ 我们的年轻范”2012上海
青年风尚节大型公益行动首批爱心眼镜
捐赠出发仪式昨天在上海慈善物资管理
中心举行。市慈善基金会副理事长、秘书
长方国平，团市委副书记王宇，市经济和
信息化工作党委委员、纪工委书记黄肇
达，市慈善基金会理事、常务副秘书长姚
宗强等领导出席仪式。

在今年5月5日举行的2012上海青年
风尚节大型公益行动中，299支风尚小队、
1800多名青年志愿者通过“ 以物劝募”的
方式，共募得爱心善款226507.07元。市经
济和信息化团工委组织系统青年志愿者
积极参与活动，募集到57079.1元，占全市
募集额的25.2%。这些善款，正在通过社会
各界的努力，逐渐变成来沪农民工子女鼻
梁上的眼镜，为他们带去一个清晰的世界。

昨天，首批配置好的眼镜被送到浦东
新区博奥小学、徐庙小学和宝山区杨东小
学的283名学生手中。此外，活动当天，来
自上海市眼镜行业协会、博士伦公司的青
年志愿者、青年公益社团还前往上海海洋
大学临港校区，面向青年大学生开展爱眼
护眼咨询、免费验光检测，并向100名困难
大学生赠送了100套隐形眼镜。

据悉，这一2012上海青年风尚节大型
公益行动将为至少1000名视力低于0.4的
来沪务工人员子女筹款，帮助来沪务工人
员子女免费验光配镜。

上海共青团牵手行动
优秀组织单位和
优秀项目交流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 刘晶晶 昨天下午，由
团市委主办、金山团区委承办的“ 上海共
青团牵手行动”优秀组织单位和优秀项目
工作交流会在金山区朱泾镇举行。团市委
副书记王宇出席会议。

王宇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牵手行动
的初步成效，并指出《 上海市青少年发展

“ 十二五”规划》已正式发布实施，来沪青
少年群体的社会融入和利益诉求成为重
点内容之一，如何完善制度设计，关注这
部分群体的愿望和需求，协助其适应上
海，不仅关系到其本身的发展，更关系到
上海的未来。

牵手行动开展以来，全市各级团组织
和社会组织紧紧围绕“ 两个全体青年”的
工作要求，以“ 密切团青关系”为主线，结
合本地区、本单位实际，有效整合资源，设
计活动项目，形成了共同关注、帮助来沪
青少年融入上海城市发展的良好氛围，同
时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经验和优秀典型，
团市委评选出36个优秀组织单位和100个
优秀项目，并通过工作交流会形式促进各
单位之间的交流、借鉴，夯实“ 牵手行动”
工作基础。

会前，与会人员赴金山区朱泾镇民办
金龙小学现场观摩牵手行动优秀项目之
一的“ 成长式志愿服务”项目开展。

轨交36个站正式命名
7号线“ 船厂路站”更名为“ 龙华中路站”

针对近期上海
私车额度拍卖价格
持续上涨成为社会
热点问题，上海市
有关部门祭出四大
措施来抑制车牌价
格过快、过高上涨，
并遏制将私车牌照
作为投机、投资工
具。记者昨日从中
山北路二手车市场
采访获悉，目前该
处尚未收到新政细
则，而二手车牌的
价 格 目 前 依 然 坚
挺。

本报记者 马鈜

二手市场车牌价格暂不受影响。 本报记者 施培琦 摄

本报邀您走进医院
体验做医生的那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