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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记者走访发现，
虽然《办法》已经实施一年，但
紧俏的车型依然在加价销售，
只不过改变了一些形式。

购买某德系豪华品牌车
型需要加装近万元精品礼包，
否则具体交车日期无法确定；
购买某美系MPV要加价两万
元装饰，而某美系进口SUV
加价20万元；购买某日系品
牌SUV，需额外购买1.5万~2
万元装饰，且只有高配车型。

记者发现，和《办法》执行
前不同的是，现在4S店销售
人员的报价是两种：一种是裸
车价，但提车时间无法确定；
一种是加装数千至数万元装
饰，或者购买保险、精品、延保
等衍生服务，可以优先提车。

“我们这里没有加价，只
是需要加装个性配置而已，而
且都是客户自愿的，这并不算
违规。”4S店的销售人员称，

“由于单车销售实际是亏损
的，因此肯定会建议客户选择
购买一些附加服务，整个过程
中客户可以自由选择，不存在
强买强卖。”

厂家：
还得依靠4S店渠道

“销售汽车装饰是4S店
的盈利点之一，在车源紧张的
情况下，肯定会出现让消费者
增加购买装饰，以达到获取更
高利润的目的，想要改变这一
现状，需要从根本上改变产品
的供需关系。”省汽车行业协
会负责人指出，《办法》要求多
渠道销售汽车，正是出于这样
的考虑。

“《办法》实施后，我们也
做了很多尝试。”领克相关负
责人表示，领克从一开始就按
照《办法》的要求，设置了多种
渠道，除了传统的4S店，还有
线上预定的领克商城和直营
渠道领克空间。

“为保证售价平等，我们
花费两亿元，打造出CEP系统
（客户融合平台），目的就是实
现经销商与厂家在订单及客
户管理系统上的完全统一。”
该负责人表示，但实际情况

是，提车效率和服务能力最高
的依然是4S店，在短时间内，
4S店依然是主要渠道。

“《办法》规定厂家与商家
的销售协议签订期为五年，但
经销商却可以随时退网。”某
自主品牌华中区域负责人说，
《办法》对这种情况没有约束，
造成厂家的新渠道拓展意愿
不强，“4S店渠道投资那么多，
经销商退网都没有约束，其他
的渠道就更难监管了”。

也有厂家负责人表示，大
部分汽车品牌在选择线下合
作伙伴时，均会制定销售指标
以及各项业绩考核，而这些对
于综合性经销模式的汽车超
市和汽车电商来说是无效的，
这也制约了厂家扩展4S店以
外新渠道的热情。

经销商：
厂商关系没有改变

一家日系4S店的负责人
表示，《办法》没有对厂商关系
的改善起到实际作用，“4S店
还是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要
完成各种考核、各种提车指
标，这样实际上每台车都是亏
损的。”该负责人表示，《办法》
规定厂家不得向4S店下达销
量指标，但双方同意的例外。

“这个规定等于没有，由于指
标与返利挂钩，返利决定车
价，为了要返利，大部分经销
商的库存指数都居高不下”。

不仅如此，《办法》中的一
些规定也并没有起到效力，比
如规定经销商可以不从厂方
进零配件，而事实上厂家对4S
店仍然有零配件进货指标并
直接与返利挂钩；规定废除建
店标准，但如今建店依然有
ABCD几种规模档次且有不
同比例补贴

在采访中，不少经销商表
示，消费者看到的只是“加价
提车”和“捆绑销售”，但根本
原因是4S店长期处于单车销
售亏损的状况，“《办法》限制
4S店获取附加服务效益，但附
加服务收益是4S店不可或缺
的三大效益来源之一，现在没
有哪家经销商是不提供衍生
服务而单纯靠卖车实现盈利
的。”经销商普遍认为，《办法》
没有理顺厂商关系，因而反映
在市场上就是效果有限。

郑州一家汽车超市的负
责人曹先生说，由于紧俏车型
货源紧张，加上近期关税反复
波动，今年卖车几乎已经没有
什么利润，“我们还羡慕人家
4S店呢，至少有售后和延伸服
务可以保障利润。”曹先生表
示，现在全国的汽车超市老板
都在加强保险、售后等环节，

“不但4S店没有取消这些，我
们也被市场逼得学会这些，不
再单靠卖车了”。

商丘民权一家汽车超市
的老板卢先生表示，他想升级
为厂家品牌授权店，“光做超
市，没有售后服务，而且车源
也受上级4S店控制，这样在
市场不好的时候太难了”。

“客户不会理会我们有没
有授权，关键还是车源和价
格。”飞驰名车负责人表示，
《办法》并没有打消消费者对
平行进口车售后方面的顾虑。

消费者：
买车还是只能选4S店

郑州市民汪先生上周在
4S店里预订了一辆SUV，需
要加价提车。汪先生说，他也
曾看过汽车超市，但是发现汽
车超市“销售品牌较少、金融
方案昂贵，而且热销车型无法
提供试驾，有的直接把我们带
到4S店去试驾”。汪先生说，
考虑到售后保养情况，他还是
选择接受4S店的加价。

“那些汽车超市不行，想
详细了解下车的情况都做不
到。”信阳新县的邵先生表示，
在汽车超市选车，无法获得像
4S店那样详细的产品介绍。

汽车电商则因为提车难
等问题，已被消费者放弃，郑
州市民周先生曾有过两次汽
车电商的购买经历，“第一次
是网上的优惠车型，半年多都
提不了车，必须加价；第二次
干脆就是老款库存车”。

“以4S店为主要特征的
特许销售模式是经过多年实
践推出的，符合我国市场经济
发展规律，有很强的生命力。”
业内人士表示，《办法》要想真
正发挥作用，还要先理顺厂
家、商家和消费者的关系。

2018款锋范上市

6 月 21 日 ，2018 款
CITY锋范用一场“智能交
互发布会”宣布正式上市。
2018款 CITY锋范新增型
动版、型动 Pro 版，售价
7.98万~10.68万元，将带给
车主更高的性价比和更多
的科技感。

当天的发布会，CITY
锋范联动小米营销，用充满
科技感的表现手法，结合参
与 者 的 互 动 来 完 成 。
CITY 锋范和小米营销在
发布会宣布达成年度战略
合作关系，将通过联名推
广探索创新的泛营销赋能
模式与未来年轻化的消费
体验，比如在泛营销层面
展开DMP大数据、米粉营
销、线下落地等联名推广。

2018 款 CITY锋范新
增了 LED 大灯和 LED 雾

灯，LED化的灯光让极致科
技触眼可见；空调出风口将
增加银色涂装，仪表盘和指
示灯颜色升级，内饰科技氛
围进一步提升。还应用了
G-CON 车辆冲击力安全
技术，包括ACE高级兼容
性车身结构，VSA车辆稳
定性控制系统（含 TCS+
BA功能）、预警性ESS紧
急刹车警示系统、HAS斜
坡启动辅助系统、智能感应
安全气囊等。

2018 款 CITY锋范拥
有极速动力驾控，搭载
Honda 全 新 Earth
Dreams Technology（地
球梦科技）1.5L直喷DOH-
Ci-VTEC发动机，配合更
先进的新一代CVT无级变
速器，实现综合工况油耗
5.4L/100km的超低油耗。

江淮iEV6E双星上市

6月26日，江淮新能源
采用了全新的网络线上发
布与全国线下专卖店百城
联动展开的模式，将iEV6E
两款新品正式发布上市。

本次上市的两款新品
共推出四个车型：iEV6E运
动版是一款全新的纯电动
SUV，其智享型和豪华智享
型补贴后售价分别为6.55
万元、6.95万元。iEV6E升
级版则基于 iEV6E打造，
是一款纯电动轿车，其豪华
型和豪华智能型补贴后售
价分别为5.95万元、6.25万
元。iEV6E升级版前1万
台订金客户可享受优惠政
策（三选一）：价值3000元

精品大礼包、18期零利息
金融助购或3000元置换补
贴。

iEV6E两款新品是新
能源汽车补贴新政实施后，
江淮新能源率先推出的新
款车型，其中 iEV6E运动
版最大续航390公里，搭载
江淮新能源最新研发的液
冷电池包恒温管控技术，
30%~80%快充半小时能跑
200公里，并凭借五大超值
亮点以及超高的性价比，被
誉为A00纯电动第一车。
随着这两款新品的上市，江
淮新能源已有多达8款续
航超过300公里的产品供
客户选择。

能装、能跑、能省
试驾别克中级车

6月30日，别克中级车
试驾会郑州站开营。记者
亲身体验了全新MPV别克
GL6、全新多功能旅行车别
克阅朗与2018款别克新英
朗的能装、能跑、能省。

本次试驾，给记者留下
最深印象的就是GL6、阅朗
和新英朗换装的全新一代
高效智能发动机——1.3T
Ecotec双喷射涡轮增压发
动机，它采用了同级首创的
双喷射喷油和小排量涡轮
增压器等多项创新技术，匹
配6速DSS智能变速箱，可
输出 120kW 最大功率和

230N·m最大扭矩，性能直
逼传统2.0L自然吸气发动
机，实现了强劲动力和燃油
经济性的高效统一。

作为MPV，GL6的“特
别能装”也给记者留下印
象。它采用“2+2+2”的六
座布局，得益于2796mm的
长轴距和阶梯式的空间布
局，现场实测体验，一个身
高180cm、体重80多公斤
的成年人，在一二排座椅调
整到合适坐姿后，坐入第三
排完全无碍，而多达43处的
储物空间也让所有物品都
有去处。

新规实施一年 情况一切如旧
《汽车销售管理办法》实施至今效果有限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祁驿

到7月1日为止，新的《汽车销售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已经正式实施一周年。有业内
人士表示，“新《办法》施行一年来对汽车流通领域
并没有产生预期的影响，施行前后没有实质性变
化。”现实情况究竟如何，记者进行了调查。

《办法》要想真
正发挥作用，还要先
理顺厂家、商家和消
费者的关系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赵丰玉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解元利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介明钢

探访：
变相加价捆绑销售依旧

汽车超市：
没有从《办法》中获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