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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汽车服务业需“修身养性” 

2.  大众交通推出租车运营模式试点改革

3.  钟水雄“跑路”震荡深圳二手车行业

4.  电动出租车年内房山运营 

5.  新浪微博掘金汽车业 微博4S店试水互动营销

6.  两会：关于防范汽车内部环境污染的提案

7.  国务院强令汽车油品升级 4年内清空黄标车

8.  后市场风生水起 汽车坐垫业有规律可循

1. 汽车服务业需“修身养性”

 我们期望中国的汽车租赁行业越来越好，所有的同行企业都能为了行业的健康发展而踏踏实实的去做一些事情，为消费者不

断提升更好的服务品质，创造更多的价值。作为新兴服务业，只有得到消费者的认可和赞许才是企业的终极目标。 
 
        就现阶段来说，我们的重中之重就是如何保持企业的健康和稳健发展。众所周知，汽车租赁行业在近两年取得了飞速发

展。一嗨很荣幸成为经历这一重要历史时刻的一分子。 
 
        但是，汽车租赁行业归根到底还是服务业。在飞速发展的同时，我们更需要保持理性和不断的自我审视。重资产、高投

入的行业特性需要我们更加清醒的认识到行业特定的发展规律，认清自身所存在的不足，加强内功的修炼，为了长期发展练就

一副健康的体魄。 
 
        中国成为汽车消费大国的时间不是很长，健康理性的用车文化还未在社会上普及开来。同时，汽车租赁行业周边配套产

业的发展有待进一步完善，例如提供更为个性化的保险业务、更加完善的诚信体系建设以及全国各地区针对汽车租赁服务的特

殊性制定的专门的法律法规等方面。但真正的挑战还在企业自身，中国的商业环境、消费环境，以及用户的使用习惯等和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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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较大的区别。直接照搬国外成熟的模式到中国肯定行不通，其他行业已有诸多的真实案例。一方面，企业需要保持创新

力，所谓创新并非一定要无中生有，更多的时候创新是在现有基础上的逻辑重组或者延伸。另外一方面，企业要保持快速学习

的能力，我们相信同业公司中都有着自身独特的长处和优点，怎么样能快速吸收这些优点，并能融入到自身管理体系中将是企

业面临的又一个挑战。这是一家期望长期发展企业所必需具有的本质之一。这样不仅有利于企业的健康发展，对于行业的发展

也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我们身边有许多的不良商业竞争手段，这曾被戏称为“中国式小动作”，即为当发现其他企业具有优

势后，不是想着如何提升自己，而是动用“非常”手段去想办法把他人拉下来。中国已有多个行业深受其害，对于行业发展造成

了严重的不良影响。 
 
        在美国多年的经历让我深深的感受到诚信的重要性。在美国，如果不讲诚信将要付出非常高昂的代价。而良好的信用记

录，则会给自己生活、财务、事业等各个方面带来很多帮助。做企业也是一样，我们期望这种诚信随着国家的推动，和我们企

业的努力能越来越完善起来，使得企业可以更多的减少经营风险，去投入更多精力到如何提升服务品质上。中国人在传统上过

多依赖于“计谋”，“聪明”不应该花费在尔虞我诈上，简单相处才是真正的“智慧”。知识技能都是可以后期学习的，聪明才智是能

够积累的，但价值观及性格却不是一朝一夕改变得了的。因此，在公司管理及人才选拔上，我们更需要德才兼备的人才，而且

德必须先于才。 
 
        汽车租赁行业的发展，会逐步成为汽车生产企业的全新增长点。同时，这种充分发挥“共享”精神的用车模式，也可以对城

市交通拥堵问题的改善起到积极的作用。随着汽车租赁行业的快速发展壮大，势必会带动多个周边产业的同步发展。例如金融

业、保险业、旅游业、二手车等等。从而形成一个由汽车生产、汽车租赁、汽车养护、旅游、保险、金融、二手车等组成的一

个新型经济生态圈，而最终受益的不仅仅是企业自身。

返 回 

2.   大众交通推出租车运营模式试点改革 

        日前，在交通运输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三部门电视电话会议上，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冯正霖表示“要努

力破解出租车行业发展中的基础性、长期性难题”。公众普遍认为，出租车行业将进入改革深水区。而上海的试点改革工作已

经启动。 
 
        大众交通一位管理层昨天也向《第一财经日报》证实，公司已经开始试点运营模式的改革，从原先的承包制运营方式

（即驾驶员每月交付“份子钱”）、企业为驾驶员支付“四金”及包维修费等，试点“买断式租赁”模式。 
 
        该管理层强调，这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动作，只是“尝试”，且试点车辆只有99辆车，和大众交通自营数量的7800多辆车

（截至2010年年底）的数量相比，占比只有1.2%。 
 
        大众交通出租车试点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司机花12万元买断一辆新车的4年租赁权，同时每月再向公司缴纳3000元的管理

费，而公司方面则不再为员工缴纳“四金”以及车辆保养维修费用。 
 
        “不清楚这个条款中，到底是哪方来缴纳汽车的保险。如是按照保险费用年5000元且由驾驶员支出的话，每天也是15元左

右。这样计算下来，新的租赁模式，需要每日支出240元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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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这种支出与“单班制”（即一个人开一辆车）的“份子钱”相差不太多，但要比“双班制”份子钱（每天300~370元）便宜

一些，估计日增约50元收入。 
 
        但从公司角度而言，新模式会让企业减轻一些压力。 
 
        大众交通上述管理层承认，之所以做这样的试点，原因之一是由于目前出租车行业工作人员流动性较快。虽然其没有具

体的数字，但这是不争的事实。 
 
        上海出租车行业“青黄不接”的掣肘，在数年前就暴露出来了。2009年7月，新引入的“世博出租车”，需要4000个就业岗

位，但当时招人成了各个出租车企业的头疼之事。此外，按照上海大约5万辆出租车来计算，驾驶员有10万人左右，而每年离

岗的人可能有1万人以上，“用人荒”不得不让各个企业都配备“顶班司机”来做储备。       

返 回 

　

3. 钟水雄“跑路”震荡深圳二手车行业

        非法集资数亿的欧雅二手车行老板钟水雄因欠赌债逃跑了！本报昨天对此事进行报道。这一消息给二手车行业带来不小

的震动。一名业内人士预测：“此事并非偶然，或许是二手车行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还有一批车行的资金链会断裂。” 
 
        债权人集中在欧雅二手车市场展厅讨说法。 
 
        “欧雅‘高息借贷、高息放贷、快速扩张’的运作模式，为这个行业通用的发展方式。”从事新车生意的孙先生告诉记者，“深

圳最大的几家二手车行的运作模式和欧雅一样。” 
 
        “车行融资非常难，银行贷款需要不动产抵押，车行只好通过担保公司、地下钱庄、民间借贷等形式寻求发展资金。”来自

湖南华融担保公司的杨先生——欧雅的债权人，道出了这个行业资金运作的必然性。 
 
        3月1日，欧雅事件继续发酵中，数十位债权人依然在市场无奈地等待，并开着私家车堵住市场门口，防止资产转移。园

岭派出所的流动警务室也进驻现场。 
 
        二手车市场门槛低融资难:当汽车成为大众消费品后，二手车市场越来越红火，被人们称为朝阳行业，二手车行如雨后春

笋般出现。“这个行业的人太多！门槛太低，几十万块钱就可以做，几个人就可以设个点做。”一些经营者对前来采访的记者

说，二手车行业起步就处于畸形状态，为这个行业埋下隐患。 
 
        与进入门槛低相反的是，二手车行业是重资产行业，一些二手车需要现金交易。钱从哪里来？是众多二手车经营者思考

的问题。 
 
         民间融资成为大部分二手车行筹措资金的主要渠道。欧雅债权人、从事新车生意的孙先生向记者透露这个行业的运作路

file:////F|/工作/网站更新/最新网站更新/售后服务/售后服务简讯第82期综合信息  .HTM（第 3／8 页）2012/3/2 14:59:26



file:////F|/工作/网站更新/最新网站更新/售后服务/售后服务简讯第82期综合信息  .HTM

径——先把车行做光鲜，再进行民间融资、车辆抵押高息放贷。 
 
        接下来，二手车行的经营者就开始进行民间借贷。他们对外宣称公司的前景，利用人们贪念，给予高利息的回报。然后

用后面的借款，还前面借款的利息。二手车行就这样一步步将资金滚大。 
 
        一些二手车行的利润主要来自利差，这些车行在借款的同时，也会把钱贷给一些急于用钱的人。“吸收的资金利息为月息2

分，贷出去利息高达月息6分至1毛。”孙先生介绍，“有些急需资金周转者，把车抵押给银行行不通，就会找到车行，将车停放

在市场典当，支取车辆价值一半的资金贷款。” 
 
        二手车行经营者陈先生说，二手车行业，是新业产业，规模不大，大多属于中小企业，还没有和银行建立起有效的合作

方式，很难从银行贷到资金，民间借贷成为大多数经营者的选择。 
 
        “这个行业中，有部分经营者是一心一意把事业做大的，也有人以此为幌子集资敛财。”陈先生坦承，这种方式如果没有把

握好“度”，就很容易出问题。 
 
        “钟水雄真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他没把心思放在办企业上，把借来的钱用来赌博，造成这个严重后果，让我们都跟

着受苦。”钟水雄跑路后，给二手车行业带来不小的震动，一名业内人士预测：还有一批车行的资链会断裂。 
 
        为了创造一个好的经营消费环境，一些守法商家齐声呼吁政府和行业部门尽快规范市场，也呼吁众商家端正经营行为，

切勿通过非法集资敛财——这无疑是饮鸩解渴。 
 
        有的民营企业在进行内部集资过程中，需注意把握合法与非法的界限。第一，集资对象：必须严格控制在本企业的内部

职工范围内，不要扩大到职工的亲朋好友或其他关系人。第二，集资的用途：应用于本企业发展生产和扩大经营活动，不要用

于诸如向其他企业或个人转贷等。第三，集资利率：应约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民间借

贷的利率超过银行贷款利率四倍的不予保护，当然，这是民事法律规范。但如果民营企业内部集资的利率过高，不仅会增大企

业的还贷风险，而且一旦把握不当，就有可能导致社会公众资金的进入，演变为吸收社会公众存款。第四，还款期限：明确还

款期限，不要设置存取自由的条款，以避免将借款混同于存款。

返   回

　

4. 电动出租车年内房山运营 

        记者昨天从房山区相关部门了解到，今年内将有100辆长安纯电动汽车交付使用，并将作为出租车在房山进行示范运行。

这100辆出租车将成为完全依靠电能的环保出租车，起步价为5元，超出3公里后的单价为每公里1.5元。 
 
据了解，此次交付使用的纯电动汽车，最高时速为125公里/小时，最节能时速为匀速60公里/小时，续航里程超过160公里；用

家庭普通电源5小时内可完成充电。目前，能够容纳100辆车同时充电的50个充电桩已在出租公司场院内安装完毕，出租司机

可以根据电量表选择充电时间，电池设计寿命为充电150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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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浪微博掘金汽车业 微博4S店试水互动营销 

        3月1日，新浪“微博4S店”发布，试水升级版的企业版微博互动营销，其目标客户是当前活跃在微博上超过5000家经过认

证的汽车厂商及经销商，提供展示广告位、后台数据监测、统计分析及定制活动等服务，平均年度服务费约为5万元。 
 
　　汽车行业首发，新浪正在以垂直行业推进对微博的掘金。据悉，电子商务、旅游景区很可能是其接下来的发力点。 
 
　　瞄准电商、旅游景区 
 
　　与一般企业微博不同的是，新浪“微博4S店”是新浪企业微博的升级版，用户除了可以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等形式展示其

品牌及产品信息，还可使用信息管理、商机中心、推广呈现、数据统计等特设功能。 
 
　　新浪市场及地方站业务部总经理葛景栋介绍，升级版将主要通过展示广告及增值服务收费，“展示广告将放置在新浪微

博、新浪地方站、新浪汽车频道等用户经常浏览路径处。此外，升级版微博还提供针对不同客户的营销活动方案，组织预约试

驾、车展、团购汽车等。” 
 
　　葛景栋称，新浪微博后续还将推出针对“感兴趣用户”的精准广告投放，该系统目前已处于测试阶段，移动版企业微博正在

开发中。 
 
　　据悉，新浪将以垂直行业推进升级版企业微博，汽车行业是其认为成熟度较高的行业之一，当前活跃在新浪微博上的，有

超过5000家经过认证的汽车厂商及经销商。 
 
　　早报记者获悉，电子商务、旅游景区也是新浪目前看好的领域，很可能是企业微博接下来的发力点。 
 
　　不过，并非所有行业都适合推广升级版企业微博，“新浪微博还有开发平台，企业微博只能做一部分，更多的行业应用还

应该由平台上的App开发者开发。”葛景栋说。 
 
　　新浪微博目前有10万个企业账户，曹国伟称，社交网络已成为企业日益重视的营销渠道，新浪今年的目标是企业账户增长

至100万个。 
 
　　曹国伟在日前新浪四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亦谈及企业微博，“将引入新的企业版微博，满足企业用户的各种需求……通过为

企业提供服务而为将来的盈利打下基础。” 
 
　　曹国伟2月28日称，新浪将在今年加速微博的货币化进程。具体进程为：2012年第二季度，推出基于用户资料和兴趣研发

的新的精准广告系统，这是针对用户的展示广告；今年下半年，推出针对中小企业及其他小客户的自助广告系统，并上线一种

基于应用的移动终端广告系统；新浪还将在下半年启动对游戏平台的收费服务，与开发者分享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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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两会：关于防范汽车内部环境污染的提案 

        汽车污染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汽车排放的尾气污染物和噪声对车外环境的污染；二是车体材料释放有害物质

造成的车内环境污染。对于汽车排放污染和噪声污染，国家已经制定并发布了相关法律和一系列汽车大气污染物、噪声排放标

准，并实施了汽车型式核准、生产一致性检查和在用车排放检查制度，对控制汽车外部环境污染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于车内环境污染，世界卫生组织已明确将其与高血压、艾滋病等共同列为人类健康的十大威胁之一。而人们在购车时，

除对汽车的品牌、型号、外观、特性等比较关注外，往往会忽视车内空气污染对人体的伤害。实际上，在车厢这一狭小的空间

内，存在着大量有害气体。一直以来，国内对于车内空气质量一直无法规、无标准、无监管，众多车主对于新车扑鼻的异味，

只能忍耐。“新车味”一度成为人们对于车内空气污染的一种无奈表述。近年来，媒体曾报道过多起因车内空气污染伤人致死的

事件，由车内空气污染引发的纠纷、诉讼也日渐增多。前不久，中国科学院所属中科理化环境分析研究中心进行了一次调研。

该机构在检测过程中选取了50款市场上常见的车型，行驶里程从10000km到270000km不等，针对其车内空气质量情况进行检

测，最终发布了权威性的《国内汽车空气质量报告》。结果表明，车内空气健康状况极不容乐观。其中车内空气中所含的

TVOC与室内空气质量标准比较平均超标30%；菌落总数与室内环境质量评价标准1级参照对比平均超标77.65%，与新加坡室

内空气质量标准比较平均超标255.30%。长此以往，人类的健康就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难以估量的危害。新车车内空气污染主

要来源有三个，第一个是车内各种配件，如隔音垫、密封件、橡胶件、塑料件、坐椅等不环保化学配方设计； 第二个是车内

饰，如车内地板、门内护板、车顶棚衬里、窗帘等；第三个是生产中使用的油漆、稀释剂和黏合用的胶水油漆等。德国最早开

始关注车内环境污染控制，并颁布相关法规政策；美国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关注车内环境污染，对材料进行法律化约束

要求。但是，由于中国没有这一套控制标准，所以导致了大量外国品牌汽车在中国投放的产品与在欧美投放的产品标准不一

致，严重影响了中国人民的身体健康。 
 
　　近年来，国内自主品牌车企逐步开展了车内环境污染控制工作，不少自主品牌车型已超过众多合资品牌车型，达到汽车行

业领先水平。但是，由于没有统一法规要求，各汽车企业结合自身情况及销售区域，衍生出不同的测试方法及管控手段，其车

内环境品质控制技术水平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距。 
 
　　2011年10月27日国家环保部和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发布了《乘用车内空气质量评价指南》，规定了车内空气中8种常见的挥

发性有机物浓度的设定限值，自2012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该指南从一定程度上使消费者在车内污染方面的维权有了依据，

但该指南并非强制性标准，还没有法律约束力，不能从实质上对车内有害物质进行抑制。 
 
　　为了提升汽车行业车内空气质量标准，防止车内空气污染对消费者的危害，建议如下： 
 
　　一、由国家环保部、质检总局牵头建立权威的乘用车内空气质量检测和发布机构，像中国新车评价规程（C-NCAP）那

样，定期对市场上的新车空气质量进行抽检、发布，给予消费者系统、客观的车内空气质量信息，使消费者真正对车内空气污

染有知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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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对于各地的检测机构必须要求通过国家的资质认证，能够出具国家认可和有法律效力的检测报告。 
 
　　三、尽快将《乘用车内空气质量评价指南》转变到国家强制性标准。 
 
　　四、以点带面，由国家环保部、卫生部、人社部牵头，建立健全以预防为主的国家环境与健康政策法规，重点抓监测与防

范，实现源头控制，解决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的突出污染问题，减少环境相关性疾病发生，缓解医院就诊压力，减轻社保负担，

确保环境和健康得到有效保护，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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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国务院强令汽车油品升级 4年内清空黄标车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同意发布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部署加强大气污染综合防

治重点工作。其中提出要“突出抓好机动车污染防治，提高车用燃油品质与机动车排放标准。到2015年，基本淘汰2005年以前

注册运营的‘黄标车’”。 
 
　　中国的轻型汽油车排放的国四标准，已经于去年7月1日开始实施，但大部分城市相应的汽油标准实施时间要到2014年。

目前，国内仅有广州、上海和北京等地，因近两年举行了大型展会或运动会，而得以如期实施国四汽油。 
 
　　油品升级落后汽车，一直是一个打不开的怪圈。过去十年中，在实施国一、国二、国三标准时，汽油标准也分别比汽车标

准滞后了两年、一年半和一年零八个月。而欧美以及世界大部分地区，制定和实施汽车排放标准时，一直将车和油当成一个系

统，同步实施油品和汽车排放标准，确保汽车排放的升级。 
 
　　而就在上月，环保部发布公告，推迟重型柴油车国四标准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这是环保部两年内再度推迟重型柴油车国四

标准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该标准此前规定的实施时间是2012年1月1日，而此次推迟到2013年7月1日起实施。对于延期的原

因，环保部表示“目前满足国四标准需求的车用柴油供应仍不到位”。 
 
　　据了解，油品升级的阻碍并不在于技术，而在于炼油厂升级成本的分摊，一直处在复杂的博弈过程中。 
 
　　四年内清空“黄标车” 
 
　　国务院此次提出的另一个措施是，到2015年，基本淘汰2005年以前注册运营的“黄标车”。近几年来，“黄标车”汽车以旧换

新和报废政策，加速进行淘汰。 
 
　　在广东，据媒体报道，省环保厅有关负责人近日透露，为了加速淘汰黄标车，省环保厅已出台初步方案，今年省财政或拿

出12亿元补贴淘汰黄标车。此外，还要求各市按1：1的比例配备黄标车淘汰补贴资金。以此提高补贴标准来调动车主更新淘

汰黄标车的积极性，加快黄标车淘汰更新。 
 
　　据了解，目前广东全省共有130多万辆黄标车，其中70%-80%是营运黄标车。省环保厅已委托相关机构制定了一份全省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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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车淘汰的方案初稿，其中重点是营运黄标车，方案涉及到黄标车淘汰补贴等重要问题，将可能按照车辆使用年份给予补

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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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后市场风生水起 汽车坐垫业有规律可循 

         2011年，中国车市以超过1800万辆的销售业绩稳居全球第一大市场的宝座。随着汽车的普及，国内汽车坐垫市场已经风

生水起。作为产业用纺织品的下游终端产品，其发展与汽车产业的发展不可分割。未来市场走势如何，除了遵循纺织产业的一

般规律，也会受到汽车产业的巨大影响，从而形成自身的“特殊规律”。 
 
        细分化规避无序竞争 
 
　　面对火爆的汽车坐垫市场，细分化成了行业发展的一大趋势。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目前市面上的汽车坐垫种类齐全，高中

低档的产品都有市场。面料也由单一的棉布发展到羊毛、亚麻和功能性面料。更为高档的坐垫上甚至会加入手工刺绣。 
 
　　郑州德威商贸有限公司销售员杨超告诉记者，在车用坐垫市场中有两个热卖期：3月初，随着天气变暖，夏季用的凉坐垫

开始热卖；从9月份开始，秋冬用的棉坐垫又会转热。汽车坐垫的销售情况与服装一样，也有季节性。 
 
　　而随着汽车内饰配置越来越高，再加上高档布料以及具有保健功能的填充物的应用，一年四季都能用的四季养生垫成了市

场的新宠。 
 
　　如今，汽车坐垫也试图朝向功能型方向发展。根据汽车坐垫的实际需求，防异味、抗菌、阻燃、防霉防蛀、自清洁等功能

的坐垫也应运而生。记者了解到，虽然这种功能型坐垫在市场中所占比例并不高，但是已经受到行业的关注。各种功能型纤维

的应用，也为生产厂家打开了产品设计思路。 
 
　　总体说来，企业注重品牌传播以此来应对行业激烈的竞争，细分化、差异化的产品定位，也规避了陷入无序竞争的漩涡。 
 
        品牌化赢得持续口碑 
 
　　目前，以过硬质量树立品牌形象成了很多企业选择的方向。据杨超介绍，以前行业内靠压低价钱抢占市场的情况普遍，现

在销售的汽车坐垫产品中，知名品牌产品在市场中的销量却越来越好。企业靠质量与口碑在行业内才能可持续发展和壮大。其

中，尼罗河、梦园等牌子的车用坐垫目前在郑州地区只能付款预定，汽车坐垫品牌产品供不应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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