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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载客车辆（M1类）车型的国家标准

《汽车禁用物质要求》符合性情况名单

（第一批）

第一部分 新产品

序

号
企业名称 商标 产品型号

符合标准

情况

1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牌 BJ7150U3BM1B-BSG 符合

2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牌 BJ2020F7VM1B 符合

3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牌 BJ2021D4VM1B 符合

4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牌 BJ2022F7VM1B 符合

5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牌 BJ2022D4VM1B 符合

6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牌 BJ2021D4VZB 符合

7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牌 BJ2022F7VNB 符合

8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牌 BJ2021F7VA1B 符合

9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牌 BJ2022D4VNB 符合

10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牌 BJ2020D4VM1B 符合

11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牌 BJ2021D4VA1B 符合

12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牌 BJ2021F7VZB 符合

13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牌 BJ2022D4VAB 符合

14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牌 BJ2021F7VM1B 符合

15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牌 BJ2022D4VZB 符合

16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牌 BJ2022F7VAB 符合

17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牌 BJ2022F7VZB 符合

18 北汽（广州）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牌 BJ7001B3D2G-BEV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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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企业名称 商标 产品型号

符合标准

情况

19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福田牌 BJ6425MD32A-V2 符合

20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福田牌 BJ6425MD32A-V1 符合

21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福田牌 BJ6518BDDDA-C2 符合

22 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 东风牌 LZ6471XQ16M 符合

23 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 东风牌 LZ6471XQ16V 符合

24 福建新龙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牌 FJ6410CPG1 符合

25 福建新龙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牌 FJ6410CPG2 符合

26 海马轿车有限公司 海马牌 HMA7003S15BEV 符合

27 湖南江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众泰牌 JNJ7000EVK3 符合

28 湖南江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众泰牌 JNJ6470T 符合

29 湖南江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众泰牌 JNJ6470 符合

30 湖南江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众泰牌 JNJ7000EVK4 符合

31 江西昌河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昌河牌 CH7152AB62 符合

32 江西昌河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昌河牌 CH7152AB64 符合

33 江西昌河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昌河牌 CH7152AB22 符合

34 江西昌河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昌河牌 CH7152AB24 符合

35 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依维柯牌 NJ6565DCM1 符合

36 奇瑞捷豹路虎汽车有限公司

路虎

（LAND
ROVER）牌

CJL6461L2AW5 符合

37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荣威牌 CSA7144CDPHEV 符合

38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荣威牌 CSA7155TDPHEV 符合

39 上汽通用东岳汽车有限公司

别克

（BUICK）
牌

SGM7141GAA4 符合

40 上汽通用东岳汽车有限公司

别克

（BUICK）
牌

SGM7141GMA4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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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企业名称 商标 产品型号

符合标准

情况

41 上汽通用东岳汽车有限公司

别克

（BUICK）
牌

SGM7141GAX4 符合

42 上汽通用东岳汽车有限公司

别克

（BUICK）
牌

SGM6475DAX3 符合

43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雪佛兰

（CHEVR
OLET）牌

SGM7186EACHEV 符合

44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五菱牌 LZW6418BTVY 符合

45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五菱牌 LZW6418BTY 符合

46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宝骏牌 LZW6475BMY 符合

47 神龙汽车有限公司 东风标致牌 DC7204LLDA 符合

48 神龙汽车有限公司 东风标致牌 DC7164TLCB 符合

49 一汽海马汽车有限公司 海马牌 HMC6440BM0BEV 符合

50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 CC6450UM0D 符合

51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 CC6460RM2P 符合

52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 CC6460RM0P 符合

53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 CC6450UM2D 符合

54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 CC6450UM0E 符合

55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马自达牌 CA7202ATE5 符合

56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马自达牌 CA7252ATE5 符合

57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马自达牌 CA7252ABE5 符合

58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马自达牌 CA7202MTE5 符合

59 中恒天汽车集团轻型汽车有限公司 CHTC牌 ZHT6431EA 符合

注：“符合标准情况”含“符合”、“不符合”、“未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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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变更扩展产品

序

号
企业名称 产品型号

符合标准

情况

/ / /

注：“符合标准情况”含“符合”、“不符合”、“未申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