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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汽车“三包”二次意见稿发布 争议仍较大

1. 影响汽车后市场需求的九大因素

 在经济学中，需求是指在一定的时期，在一既定的价格水平下，消费者愿意并且能够购买的商品数量。在市场营销学中，需

求是指消费者对某种物品的购买欲望与购买力之和，用公式来表示：需求 == 购买欲望 购买力。 
 
        由于市场营销学中的需求包括了潜在需求，即现在还没有能力购买的需求，因此，市场营销学中需求的范围比经济学中

需求的范围要大。市场营销就是一个发现需求并且满足需求的过程。 
 
      （一）商品或服务价格 
 
        一般而言，汽车后市场商品的价格与汽车后市场的需求量成反方向变动，即价格越高，需求越少，反之则反是。 
 
      （二）汽车合理密度、汽车合理容量 
 
        1.汽车合理密度。 
 
        一个国家或城市的汽车合理密度是指汽车在一个国家或城市行驶时不太发生堵车时的密度。如果超过汽车的合理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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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国家或城市就会经常发生堵车现象。 
 
        一个国家或城市的汽车合理密度与一个国家或城市的公路总里程成正比，与一个国家或城市的人口总数、汽车平均长度

成反比。 由于一个国家或城市的公路总里程、人口总数、汽车平均长度都是变动的，因此，一个国家或城市的汽车合理密度

也是变动的。 
 
        2.汽车合理容量。 
 
        一个国家或城市的汽车合理容量是指汽车在一个国家或城市行驶时不太发生堵车时的容量。如果超过汽车的合理容量，

汽车增长的空间就不大了，汽车后市场基本上就将进入饱和状态了。 
 
      （三）汽车保有量 
 
        汽车保有量是指一个国家、地区或城市已经拥有汽车的数量。汽车保有量决定了汽车后市场的现实需求量。 
 
      （四）消费者的收入水平 
 
       当消费者的收入提高时，会增加对汽车装饰、汽车改装的需求量。 
 
      （五）汽油、电力的价格 
 
        汽油、电力是与汽车后市场最相关的商品，当汽油价格、电价上涨时，对汽车和电动汽车的需求量会下降，对汽车后市

场产品和服务的需求量会下降。 
 
      （六）消费者的偏好 
 
        当车主对某种商品的偏好程度增强时，该商品的需求量就会增加；相反，当车主对某种商品的偏好程度减弱时，该商品

的需求量就会减少。 
 
      （七）国家政策导向 
 
        当对汽车的消费税增加时，对汽车的需求量就减少，相应对汽车后市场产品和服务的需求量就下降。 
 
      （八）消费者的预期 
 
        当车主预期未来的收入将上升时，将增加对汽车后市场产品和服务的现期需求，反之则会减少对汽车后市场产品和服务

的现期需求。 
 
      （九）人口因素 
 
        由于城市化建设或者移民等因素，当一个城市的人口增加时，该城市的汽车后市场产品和服务的需求量就会上升。

返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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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地原油变化率再破4% 国内油价调价压力大 

        24日，来自多个社会监测机构的信息显示，国际三地原油加权平均变化率已经超过4%这一调价红线，业界预测，3月下

旬国内汽柴油零售价或将再次上调。  
 
　　根据我国现行的成品油调价机制，当国际市场原油连续22个工作日移动平均价格变化超过4%时，可调整国内油价。记者

了解到，距最近一次调价时间间隔满足22个工作日，将是3月8日。息旺能源分析师廖凯舜介绍，3月上中旬“两会”召开，调价

很可能延后。  
 
　　我国成品油调价红线被破的根本原因是国际油价近期不断上涨。23日结束的交易中，纽约和伦敦两地油价均创9个月以来

的新高。其中，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收于107.83美元/桶，涨幅1.46%。伦敦洲际交易所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

收于123.62美元/桶，涨幅0.59%。  
 
　　昨天，卓创资讯与息旺能源监测的国际三地原油加权平均变化率均已破4%，其中，息旺能源监测的数字达到4.46%。卓

创资讯原油以及燃油分析师吕斌告诉记者，因为国际政治局势动荡，伊朗和叙利亚政局不稳，大宗商品后期走势仍被看涨。记

者了解到，如果国际油价维持目前走势，3月8日前后，国际油价三地变化率将在8%左右。  
 
　　也有业界人士认为，调价时间越往后拖，三地变化率越高，国内成品油零售价上涨的幅度越大，为稳定市场，国家也可能

一满足条件立马调价。事实上，2月8日，国家发改委即是在满足成品油调价条件后立即调价。  
 
        目前，国内成品油批发市场上，并未见明显的调价预期。记者采访了解到，现在0号柴油基本都是批发价与零售价一致，

汽油批发价格有的批零一致，不过大部分价格要低于零售价，而且购销清淡。因为随着天气转暖，北方负号柴油逐渐退出市

场，市场对负号柴油需求锐减，导致中石化、中石油等主营批发单位出货不畅. 

返 回 

　

3.油品质量门油企自说自话 显政府监管缺位

        在屡屡发生的油品质量事故中，存在着很大的政府监管缺位。消费者的损失，未得到应有的赔偿。 
 
　　油品质量事故近年来多有发生，问题的原因又是什么，谁该为此负责等，都无明确说法。公众所看见的，都只是“两桶

油”在自说自话。最后，无一例外都是将责任全部推到外采汽油上。 
 
　　油品质量事故是否都是出在外采汽油上，公众对此不得而知；退一万步说，就算的确如此，关键的因素也还是“两桶油”对

油品质量的把关有问题。对于给广大车主造成的损失，“两桶油”显然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是，消费者的投诉，未能引起必

要的重视和行动；消费者的损失，也得不到应有的赔偿。显然，在屡屡发生的油品质量事故中，存在着很大的政府监管缺位。 
 
　　殊不知，非正常熄火等汽车故障，还是劣质油品看得见的损害；看不见的损害，则是尾气污染下的公众健康。去年，灰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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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引发全民关注，而改善PM2.5现状的一个关键，正是要提高油品质量。联合国环境署一项研究显示，对炼油设备每投资30

亿美元改善油品质量，可以带来250亿美元的健康效益。为此，北京正准备将现行车用汽油国Ⅳ标准升级为国V，车用汽油进

一步降低硫含量5倍。 
 
　　从颜色迥异的93号汽油里，人们不得不怀疑，问题汽油是几次偶然还是一种常态？每当油价高企，人们总禁不住要对比中

美油价。其实，考虑油品质量因素，两者根本没法比。公众一直疑惑的正是，我们的燃油品质为什么提高不上去？ 
 
　　我国《产品质量法》明确规定，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责令停

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那么，油品质量事故频发之下，“两桶油”应否承担责任？为什么同样的93号汽油，颜色竟然差异很

大，权威部门应该出面检测，并向公众解释说明。毕竟，给广大车主造成重大损失的油品质量事故，不是“两桶油”自家私事，

不能由“两桶油”自说自话。

返   回

　

4.车载导航音响成辐射元凶 汽车改装需慎重

        对于目前越来越普及的车载导航系统，其实是车厢里的电磁辐射大户。作为具有良好电磁屏蔽的原厂导航仪来说，就已

经是车厢里电磁辐射最突出的设备，而对于更多车主加装的导航系统，其中不乏忽略电磁屏蔽设计的“山寨”产品，那电磁辐射

便有可能大大超出有关限定值，对人体造成严重的危害。 
 
        车载导航仪过量辐射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1.车载GPS必须通过接收卫星信号才能实现机体定位从而实现用户的导航

需求，所以作为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的车载GPS在正常使用中机体必然存在电磁辐射。2.和普通家用电器相比，导航DVD产品所

处的工作环境非常恶劣，密闭、环境小、震荡大，散热很困难，如果在产品前期设计重点考虑了辐射的问题，就可减少能量反

射和过冲，把一部分能量通过热量方式耗散，减少向空间辐射的能量。3.交叉辐射，在汽车内，导航DVD产品、手机等产品离

车主非常近，不同电子产品之间的电磁波会相互干扰，电器集中摆放在一起，将会造成超剂量辐射，在密闭车内更容易引发危

险。 
 
        专家表示，与尚不确定的汽车电磁辐射对人体的伤害相比，电磁兼容其实更应当引起公众的注意。电磁兼容简单说来，

就是设备或系统在其电磁环境中能正常工作，且不对该环境中其他事物构成不能承受的电磁骚扰的能力。 
 
        不过消费者倒也不必过于忧心，在汽车的上市之前需要通过国家的强制性认证，其中一项便是电磁兼容，只要是4S店卖

出来的车，都必须通过该项检测。不过如果自行改装或增添设备，比如安装倒车雷达、导航仪等，则将有可能使得原厂出来的

合格汽车，在电磁兼容这一项不合格了。气囊与音响、车灯改装与音响的干扰，在改装界相当频发。 
 
        对车内电磁辐射的防范,从根源上看，降低车内的电磁辐射显得更加有效且可行。最好的办法自然是尽量避免车内的电气

化改装，尤其是加装大功率的电子设备。如果一定要改装，也必须挑选设计先进、经过电磁辐射认证的合格产品，并且在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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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还要进行到位的电磁屏蔽工作。

返  回

　

5. 说说二手车置换的那些事 

        随着国内换车潮的到来，另外再加上汽车产品更新换代的加快，二手车市场也变得热闹起来了。所以经销商又纷纷把目

光转向了二手车置换业务。那二手车置换怎么才能让您的利益最大化，很多消费者应该都不是很明白。 
 
        所谓二手车置换，就是不消费者用二手车的评估价值加上另行支付的车款从品牌经销商处购买新车的业务。由于参加置

换的厂商拥有良好的信誉和优质的服务，其品牌经销商也能够给参与置换业务的消费者带来信任感和更加透明、安全、便利的

服务，所以现在越来越多想换新车的消费者希望尝试这一新兴的业务。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二手车置换中要注意的一些地方，让您对您的爱车到底现在还能值多少钱，做到心中有数。 
 
        1.要了解该车型的新车价格 
 
        要了解该车型的新车价格，这是很大的一个影响因素。二手车价格再高，也不可能高过新车的。一般都是二手车的价格

会随着新车的价格波动。 
 
        2.要看二手车品牌的市场大环境和品牌小环境 
 
        市场的大环境说白了就是二手车的销售淡季和旺季。一般情况下，年终岁末是二手车的销售和收购的黄金季节，天气炎

热的五六月份是销售和收购的淡季。而品牌小环境是二手车所属的品牌之间的竞争。另外市场保有量也是决定汽车的价值，一

般情况下，保有量大的汽车都是客户所喜爱的，也是卖的比较好的，同时这样的车也是很保值的。此外，车辆的外观、颜色等

也是决定性的因素。 
 
        3.均衡一下多方的评估价格 
 
        在置换前不妨多参考一些评估价格，既不能过低估计自己车辆的价格，更不能过高估计，最好直接将车开到有一定品牌

知名度和实力的二手车经纪公司或4S店实际评估一下，以便得出一个比较合理的参考。 

返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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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后市场风云变幻 零部件企业及终端经营者如何立足 

        国家宏观调控和鼓励政策的退出是影响2011年汽车增长的主要因素。2012年，通胀压力仍存，宏观调控基调不变，车市

已经告别以往的“井喷”式高速增长，今后保持一位数的增长率或成定局。 
 
         尽管如此，汽车后市场的情况却比较乐观，截止2011年8月，中国汽车保有量首次突破1亿辆，保有量的大幅增长给汽车

后市场带来巨大商机，预计到2016年我国汽车后市场规模将突破7000亿元，增速惊人。因而，众多企业纷纷转型，将目光转

向后市场。汽车后市场目前在成熟的汽车大国如美国、日本等国家在整个汽车产业链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据统计，在这些

国家或地区，按照收益比例来计算，整车销售利润通常不足20%，而在汽车零配件、维修养护等汽车后市场中产生的利润超过

70%。后市场规模、水平、收益将决定汽车行业的发展，这是必然的阶段，国际上各汽车产销大国，各汽车消费大国的发展历

史，可以说明这一点。 
 
        无论从市场前景、规模还是利润来分析，无一不显示汽配后市场行业发展尚存无限发展空间，但是当企业进入中国汽车

后市场以后，却发现中国后市场也并不好做。 
 
        众所周知，尽管各大汽车厂商在整车销售上争夺的异常激烈，但在汽车零配件供应等后市场服务上，面对巨大的经济利

益驱使，各大整车厂商在对于汽车配件销售这一块作法很是一致，以汽配分销为例，原厂件分销经营是由汽车制造商来主导

的，大多是通过汽车4S店来直接销售给终端客户，从而获取高额的零配件销售利润。可随着汽车保有量的加大、车主对后市

场认知度的提高，单靠4S店垄断售后市场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除4S店之外，汽配城也是国内的汽车配件重要的分

销渠道。汽配城，它本身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汽车零配件及用品的销售渠道，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大约有20多万个汽车配件

销售商店在销售各种汽车零配件，而且他们大都集中在各地的汽配城中。但是由于目前汽配市场普遍缺乏行业管理标准，管理

制度上存在很大的缺失，政策上也缺乏进行必要的引导，其现状是经销商的数量大，规模小，后市场渠道混乱，产品质量良莠

不齐，假冒伪劣配件充斥市场，这样的结果使消费者去汽配城购买配件存在顾虑。 
 
        行业越来越混乱，产品越来越假，极大的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也剥夺了消费者使用正品的权利，消费者对汽配后市场

的信赖已经越来越低了。 
 
        根据调研，分析得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好方法是通过面对面的直接宣传引导让终端经销商了解正品，帮助零部件企业正

品直达终端。为此，盖世汽车网充分整合资源，开展了“汽配正品百城巡演”的活动，让更多经销商、修理厂对汽配正品的鉴别

有更多了解，并有更多接触正品渠道的机会，把握更多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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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车租赁市场乱象调查 侵权诈骗等不断涌现 

        近几年，汽车租赁行业快速发展，为人们的出行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然而，记者在调查采访中发现，目前西安市汽车租

赁行业还存在骗租、违规挂靠车辆、消费陷阱等诸多乱象和弊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这个行业的健康发展，损害着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 
 
        “调租”陷阱多，这是汽车租赁行业的的乱象之一。此外，记者在调查采访中还发现，私家车违规挂靠也是汽车租赁行业的

另一个乱象，私家车主往往会因为一点利益而忽略了潜在的风险。 
 
        《西安市汽车租赁行业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汽车租赁公司进行租赁的车辆必须是自有车辆，禁止吸纳私人车辆违规

挂靠。”但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一些汽车租赁公司在自身没有经济能力购买车辆的情况下，通过“车友会”、租赁他人车辆等形

式，拉拢私家车主将车辆挂靠在公司出租。 
 
        2011年，烟台一些私家车主本着“以车养车”的想法，将爱车交给一家汽车租赁公司代租，结果80余辆汽车被这家公司低

价质押，赃款用于支付赌债。 
 
        2012年，铁岭警方连续接到多起私家车主报案，均称自己放到一家汽车租赁公司的私家车被公司给倒卖了。 
 
        那么，私人把车辆挂靠在租赁公司，除了可能被租赁公司质押、倒卖之外，还隐藏着哪些风险呢？ 
 
        如果这个车辆出去以后涉嫌刑事案件，那么这个车辆就是犯罪工具，它会被我们公安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进行查扣，那么

在这段时间你肯定是没有经济收益的，那么你作为车辆所有权人，还要接受刑事机关的调查，都是得不偿失的表现，还要就是

出现车辆被撞这种情况，因为你私自将自用车辆在使用用途上改变为营运车辆，这有可能成为保险公司拒赔的一个重大理由。 
 
        我们知道，开私家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如果事先买了保险的话，可以申请理赔。那么，如果开着租来的车辆发生了事

故，该如何处理呢？在采访中，记者发现，问到这个问题时，一些租赁公司的工作人员选择了回避，一些则表示这不是什么大

问题。 
 
        记者了解到，目前西安市场的汽车租赁企业已近500家，面对汽车租赁行业的快速发展以及不断涌现出的侵权、诈骗等种

种问题，怎样加强有效监督和管理，规范好汽车租赁企业的行为成为一个现实的课题；作为私家车主和消费者，也要遵守国家

相关法律法规，注意通过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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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汽车“三包”二次意见稿发布 争议仍较大 

         近期，国家质检总局公布《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第二次征求意见稿，再度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相比一稿，二稿多项条款的修改明确向消费者靠拢，但被认为力度不够。 
 
　　本月初，汽车之家联合《华西都市报》、《汽车商业评论》、《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等，面向消费者、厂商、经销

商展开了大范围调查。在为期5天的调查时间内，线上共收到11412份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消费者及厂商对于“三包”的多项条

款存有争议，酝酿7年之久的汽车“三包”政策并不被广泛看好。 
 
　　第二次意见稿将经营者和生产者的责任进一步明确，可以说进一步把车辆“三包”的责任推给了厂商。但调查结果显示，

78%的消费者依旧认为经营者也需要承担质量问题引起的“三包”责任，而48%的厂家和经销商认为，经营者不承担“三包”责任

合理。 
 
　　对此分歧，业内认为，主要原因是消费者与经销商的沟通速度和各方面成本要比与厂商沟通低，所以消费者更看重经营者

对于车辆三包的责任。 
 
　　在汽车折旧费的问题上，有86%的消费者认为，汽车在按“三包”政策更换或退货时不应该支付折旧费用；而62%的厂商和

经销商认为，消费者应当支付合理的折旧费用，消费者与厂家、经销商呈现出利益博弈下的针锋相对。另外，消费者对于三包

期限只延长公里数的态度，表现为完全不买单和难以接受。 
 
　　对于汽车“三包”政策实施中产生的问题，消费者最为担心的是政策执行力低，维权周期过长；其次，有62%的消费者担心

政策所产生的成本会进一步转嫁到消费者头上。此外，对于第三方机构的公正性，消费者、厂商和经销商都表示质疑，仅有

15%的消费者和11%的厂商、经销商相信第三方鉴定可以解决公正性的问题。绝大多数消费者和厂商对第三方鉴定机构的公正

性持否定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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