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①①

今年10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的汽车“三

包”是不是影响到整个车市的“金九银十”？

置换购车怎样才划算？二手车贩又是如何

“塞价”蒙人的？本期为您呈现如今车市上存

在的那些不为人知的猫腻。

10月1日，万众瞩目的汽车“三包”政策，

在数易其稿的艰难过程中终于要来了。“金九

银十”有人在翘首企盼，有人在“持币观望”，

也有厂家抢占市场先于国家“三包”政策出台

“三包”规定。批评、迷茫、欢呼，一时间汽车

“三包”搅动了整个车市的“金九银十”。

千呼万唤始出来

汽车“三包”政策的出台，长达12年400

多稿的反复修订，真可谓“千呼万唤始出

来”。早在2001年，国家质检总局准备起草

汽车“三包”草案，次年组织召开汽车“三包”

讨论会，2004年底，发布《家用汽车产品修理

更换退货责任规定(草案)》，向社会征求意

见。2005年8月，国家质检总局再次召开汽

车“三包”讨论会，但各方在核心问题上仍未

取得一致，汽车“三包”此后陷入沉寂。

近几年，消协关于汽车消费的投诉量增

加很快，据统计，仅2012年全国私人汽车拥

有量超过8560万辆，2012年全

国消协组织受理家用汽车投诉

7755件，涉及售后服务问题的投

诉占17.7%，远远高于其他商品

和服务的平均水平。汽车“三

包”政策出台，已是迫不及待。

2011年9月，汽车“三包”又

迎来转机。国家质检总局再一

次发布《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

换、退货责任规定(征求意见

稿)》，并召开听证会，听取消费

者、生产商、行业协会、销售商等各方面的意

见建议。紧接着，2012年1月，国家质检总

局再度发布了修改后的第二次征求意见稿，

并于2012年6月27日审议通过，2013年1

月，汽车“三包”规定正式出台，将于10月1

日开始实施。

厂商“抢跑”“三包”

近日，笔者走访了多家汽车4S店，发现

众多汽车厂商已经提前实施汽车“三包”规

定，甚至还推出了汽车“三包”规定的加强

版。上海通用、大众集团联合南北大众、东风

标致、广汽三菱、北京奔驰等国内多家车企相

继宣布提前执行“三包”，消费者购车可提前

享受汽车“三包”政策。这其中，部分车企均

实施了高于国家“三包”政策质保标准，可享

受整车质保提高至3年或10万公里的政策。

值得关注的是，相对于跨国品牌，自主品

牌在本轮“三包”政策“抢跑”大战中，并没

有示弱。比亚迪、上汽乘用车、东南汽车等

自主品牌也陆续宣布提前迈入“三包”阶

段。随着自主品牌在产品体系的建设上逐

步成熟，“三包”政策实施在一定程度或为

自主品牌“正名”，自主品牌不再是品质低

劣的代名词，其服务同样可与跨国品牌平分

秋色。 （黄金生）

高速公路成“堵途”、九寨沟发生大

规模游客滞留、三清山栈道游客被堵悬

崖边5小时……这些情形发生在今年国

庆长假期间，却又不为这一个长假所独

有。客流井喷、景区拥堵已几乎成为假

日旅游常态，原本为了休闲、娱乐的旅游

竟成了一趟趟挨累受罪的“苦旅”。

国庆黄金周旅游为何总是伤不起？

景区预警缺位，管理能力不足，是必须正

视的现实问题。

经历过这么多次黄金周，景区接待

应该学会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首先不

能只想着趁机挣个盆满钵满，而置“游客

很受伤”不顾，以致埋下安全隐患；再就

是应当预判长假期间景区往往会“超

载”，早早做好预案，充分预估到可能出

现的拥堵困境，保障措施要周密到位；对

于突发事故处置，交通运转、游客分流都

要有一整套应急管理措施，保障景区安

全有序。长假期间更要增派人手，加强

责任管理，丝毫不能松懈，一发现有苗头

性问题，及时疏导，有序调度，消除安全

隐患，要不然一着被动，瞬间陷入混乱无

序局面，再增人增车加班加点，也为时已

晚，就会造成景区“瘫痪”。

当然，最好能搞一个全国性黄金周客

流预警系统，长假开始之前就发布各主要

景区的预估客流数据、可能出现拥堵情况，

给游客出行之前一个比较准确的参考。

也有人认为，长假期间客流井喷景

区拥堵，是因为带薪休假这一制度没有

落实好。“带薪休假”有名无实，人们就将

“休假”都寄托在小长假、黄金周上，造成

旅游需求集中爆发，景区供给严重失

衡。如果落实好带薪休假这一制度，让

人们多点自由选择休假时间，也大大会

减少扎堆出行凑热闹的尴尬局面。

同时，要呼吁人们理性出行，不必扎

堆旅游。每到黄金周，时间上扎堆，景区

上扎堆，人们都是一个时间段往一个景

区拥入，焉能不挤？事实上，祖国大好河

山，到处都是美景，不一定非要到人山人

海的景区去。随意到一个还没有开发的

山镇村寨也能大开眼界，既能与大自然

亲密接触，呼吸清新空气，又能让身心真

正获得享受，岂不美哉。 （俞俭）

加强监管杜绝虚假

图①日前，台前县工商局组

织执法人员对辖区家电商场开

展促销广告宣传专项整治，杜绝

商家以季节促销为名虚假宣传，

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现象的发

生。

陆诗秦伍文然摄

开创文明提升素质

图②为深入开展文明单位

创建活动，项城市工商局注重加

强工商人员形象建设，采取多种

形式提升素质。图为该局开展

的文明礼仪知识竞赛。

王瑾李辉摄

严查农资保障秋播

图③秋播之际，为了保证农

民在秋种时购买到放心的肥料

和种子，鹿邑县工商局加强对辖

区农资经营户进行监督检查，图

为涡北工商所执法人员检查农

资市场。

庞海江摄

“杞县工商局是省级文明单位，

有5个基层工商所被评为全省‘人

民满意的工商所’。近年来，我们局

在服务地方经济，加强市场监管等

方面做出了一些成绩，各项工作都

走在了全市、全省的前列。”9月20

日，杞县工商局局长张远东接受河

南日报农村版记者采访时说。

“如何让杞县大蒜产业做大

做强，让农民致富之路越走越宽

广，是杞县工商人员的服务根本。”

张远东介绍说，2002年杞县工商

局向国家工商总局申请，为杞县大

蒜注册了“金杞”牌商标，走出了一

条产业化、科技化、规模化的发展

之路。为了更好服务蒜农和外地

客商，今年以来，杞县工商局本着

“多服务、少收费”、“多指导、少处

罚”、“多疏导、少取缔”的原则，为

企业减少审批环节，降低收费成

本，提高办事效率，实现了省工商

局提出的“服务工商、责任工商、现

代工商、和谐工商”的目标。

“杞县是农业大县，工业发展

相对滞后，如何以农业带动促进工

业经济，推动县域经济快速发展，

也是杞县工商系统的份内职责。”

谈到这项“职责”，张远东告诉记

者，要加大“红盾帮扶”力度，推进

“品牌兴县”战略，建立了全县品牌

培育库。按照“择优扶持、分批创

建”原则重点培育骨干企业、优势

行业、特色品牌业，走可持续发展

之路。培育在全省乃至全国具有

明显竞争力的高知名度商标，提高

全县各类企业的品牌竞争力，推动

工业企业发展步伐。据了解，在县

工商局的积极帮助下，开封茂盛粮

机、河南君利酒业、杞县金杞酱菜

等10多家企业被评为“河南省著

名商标”和国家级重合同、守信用

企业。今年6月份，高阳工商所帮

助4家企业申办了注册商标。

谈到今后工作思路，张远东

信心十足地说：“不遗余力地为地

方经济保驾护航，加强自身建设，

继续做好市场监管和服务工作，不

但要保持‘省级文明单位’称号，还

要尽职尽责，在现有的基础上扩大

战果，让更多的基层工商所创建成

全省、全国‘人民满意的工商所’。”

在以淘宝为代表的网商横扫零售市

场时，与淘宝同处杭州的娃哈哈集团却

宣布将在全国开设百家商场或综合体。

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宗庆后认

为，网上交易不会取代零售业，只要改变

经营方式，零售业能逐步夺回市场。

宗庆后在分析目前零售业受冲击的

原因时说，商场的租金太贵，扣点太高，

致使零售价偏高，所以不缴税、没有什

么费用的网商可以通过低价倾销赢得

部分空间。以进口奶粉为例，他认为现

在的价格还是太高。除了比国产奶粉

多运费与清关费用外，关键在于销售渠

道的环节太多、费用过高，娃哈哈请国

外企业贴牌加工的进口奶粉至今还处

于亏本状态。

网商也有缺陷。宗庆后分析说，一

是并非所有产品都能在网上销售；二是

不能体验生活；三是假冒伪劣商品无法

当面验证，难以追索。“因此只要零售业

改变经营方式，还是能逐步夺回市场的。”

宗庆后说，如果除了上班就留在家里上

网，那还有什么生活乐趣呢？ （立毅）

网商有缺陷
替代不了零售业

“车载导航还没用半年就坏

了，肯定是质量问题，可商家称更

换过一次，不再承担‘三包’责任

了。”近日，洛阳市消费者王先生申

诉称，在消费维权时遭遇了商家的

霸王条款，最终在工商人员的帮助

下，得以顺利维权。

去年7月，王先生在洛阳市某

汽贸公司购买了一辆小轿车，获赠

车载导航。今年3月，车载导航出

现故障，王先生找到经销商。工作

人员进行了维修调试，但故障并未

消除。经销商为王先生更换了新

的导航。8月，车载导航又出现故

障，王先生再次找到经销商要求维

修，被告知导航已经过了1年的

“三包”期限。王先生认为第一个

导航出现问题进行了更换，“三包”

期应该重新计算。双方争执不下，

王先生向工商机关申诉。

经查看导航和各类发票凭证，

工商人员确认王先生反映的问题

属实。工商人员认为，经销商为王

先生更换新导航后，应提供新的

“三包”凭证，“三包”有效期自换货

之日重新计算。经调解，经销商同

意为王先生更换导航。

（李吉华尹训银）

近日，郑州市陈砦蔬菜批发市场、东风路

姜砦等地一些商贩使用“黑心秤”缺斤短两坑

蒙消费者的现象时有发生。主要是在水果蔬

菜批发市场外的周边地区和一些背街小巷，

无照流动水果商贩使用的秤大多不够数，少

则一斤缺半两，多的缺二三两。为此，河南省

消费者协会提醒广大消费者在选购水果时，

应注意以下几点：

购买水果要到正规的大超市或固定门

店，不要图便宜购买那些无照的流动水果

摊的水果，他们往往打着便宜的招牌，暗地

里使用调过的“黑心秤”坑蒙消费者。即使

事后被发现，他们或胡搅蛮缠或溜之大吉，

给消费者造成损失。

经常外出购买水果的消费者最好自备

一个便携式小弹簧秤，付款前自己再称一下，

并索要相关票据留存备用。

遭遇到“黑心秤”时，要据理力争，坚决交

涉，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可就近向当地

消协及其下设的消费者投诉站或市场管理部

门、工商所投诉或举报。 （肖省）

8月下旬，林州市开展为期3个月的

正风肃纪活动，林州市检察院既按时完成

活动各项“规定动作”，又自我加压、拉高

标杆、统筹安排、创先争优，在学习中工

作、在工作中查摆、在查摆中提高。

林州市检察院检察长、主管检察长带

头学习，组织干警对经办的案件，逐案评

查、自查自纠，定期对案件办理中遇到的

“疑难杂症”集中会商、集体讨论，确保办

理的每起案件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切实维

护群众合法权益。

正风肃纪活动开展中，林州市反贪局、

反渎局等19名干警都在参与办案，由于自

侦案件办理的特殊性，干警不能随同全院

进行集中学习，为了不让每位干警“缺课”，

专案组将学习资料汇集成册，办案小组同

时为学习分组，利用办案间隙逐人传阅学

习。

林州市检察院在提高群众接访水平上

使实劲、用真功，通过检察长接访、点名接

访、下访巡访、联合接访等方式，拓宽群众诉

求渠道，确保群众反映问题便捷畅通，依托

网络、12309举报电话、民生检察服务热线

等平台，全力打造联系人民群众的“连心线、

平安线、和谐线”，林州市检察院还将自查出

的问题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进行公布，征

求意见建议。

正风肃纪活动开展以来，林州市检察

院共审查处理群众来信来访95件，其中属

于该院管辖32件；受理热线电话106件，

提供法律咨询101件。

（本报通讯员张鹏常晟）

编辑同志：

前不久，我从一家租赁公司租借了一辆

雪弗兰景程轿车，交给没有驾驶证的张某驾

驶，没过几天，张某驾车沿226省道由南向北

行驶，行至226省道与331省道交叉口处，因

超速行驶致车辆驶离路面，撞上331省道北

侧路边民房墙体，致张某及乘坐人丁某和黄

某当场死亡，雪弗兰轿车严重损毁，造成各种

损失 35 万多元。请问我是否承担赔偿责

任？ 读者:杨先生

回复：张某明知自己无驾驶证仍借你之

名租借车辆供自己使用，且超速行驶，负事

故的全部责任，故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但

你明知张某无驾驶证仍租车交给张某驾驶，

你有过错，应对该起事故负次要赔偿责任，

一般情况下以赔偿受害方全部损失的30%

为宜。

（新野县人民法院 宋豫）

有事要问

租车给无证人驾驶是否承担赔偿责任

近日，南乐县工商局接到群

众举报，称在该县元村镇蔡庄村有

人正在家中制造假冒农药。

南乐县工商局接到举报后，迅

速组织执法人员，根据举报线索赶

赴现场进行突击检查，当场查获假

冒农药35.6吨，其中标注有：“害虫

一撒光、5%毒死蜱、山东鑫农生物

有限公司、净重15Kg”等内容的

5%毒死蜱550桶；“辛硫磷、有效成

分含量3%、剂型颗粒剂、河南银田

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净含量

720g×20袋”等内容的3%辛硫

磷颗粒剂1120袋；“地虫菌虫一扫

光、丁硫克百威含量10%、毒死蜱

含量40%、剂型颗粒剂、生产企业

名称浙江省绍兴天诺农化有限公

司、净含量20Kg”等内容的丁硫·
毒死蜱1643袋。“快拿”牌3%辛硫

磷颗粒剂包装袋1780套，封口机1

台，封线机1台。该批假冒农药价

值11万元。在现场，有数名工人

正在对装好农药的包装袋进行封

口，且当事人高某不能提供任何合

法手续，遂该局执法人员对该批尚

未销售的农药、未使用的包装袋以

及制假工具等设备依法采取异地

扣留强制措施。（张向辉陶永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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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长访谈本期关注有话要说

国庆长假旅游
为何总是伤不起

市场快讯

汽车“三包”
搅动车市“金九银十” 为地方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本报记者伊胜利

通讯员李世强杜远琴

工商动态

南乐工商局

捣毁一造假窝点
查获假冒农药35.6吨

维权

车载导航屡出问题 更换

近日，河南省消费者协会调解

了一起电视购物引发的纠纷，为消

费者追回全部购物款近3万元。9

月25日，消费者杨女士向省消协投

诉，称今年4月的一天她在家看电

视时，看到一则“七日收腹汤”的保

健品电视购物广告，被广告中“邮

政快递货到付款、所售产品绝对有

效”等承诺打动，就此陷入对方一

步一步精心设计的连环消费欺诈

陷阱，先后支付某贸易公司购物款

近3万元，但买回的产品使用后均

没有效果。杨女士的家人了解情

况后向省消协投诉。省消协人员

联系当地邮政速递物流公司，在邮

政速递物流公司的积极配合下，某

贸易公司最终同意一次性退回消

费者全部购物款27849元。（和华）

电视购物藏消费陷阱 退款

林州市检察院开展正风肃纪活动

给您提醒

买水果当心“黑心秤”

9月25日，三门峡市冉华食

品有限公司网站终于完成了设计

制作，在庆祝之时，他们最想感谢

的是陕县工商局网监大队。这是

陕县工商局网监大队今年推进企

业网络备案工作的成效之一。9

月以来，该局大队走访企业38户，

网络登记备案12户,对没有建立

网站的企业，积极宣传引导企业

建设网站，并为企业引荐网络建

设单位，协助企业建立高规格、低

收费的企业网站，同时要求网络

建设单位无偿为企业做好工商部

门的网络登记备案工作。实现政

企网三赢，受到企业好评。

(段锋军)

陕县工商局

帮企业建网站 助力企业发展
②② ③③

进入10月份,消费市场最引人关注

的消息之一,就是家电产品自10月1日

起开始实行新的能效标准,涉及变频空

调、洗衣机、平板电视、吸油烟机、空气能

热水器等5类家电。

新能效标准的实行是对家电市场的

一次洗牌性冲击,尤其是对变频空调和

洗衣机而言。原一级和二级能效的空调

将顺次变为二级和三级,另增加新的一

级能效要求；洗衣机则将原本的一级能

效直接降至五级,原来二级至五级的产

品都不能再生产销售。根据相关估测,

新标准执行后,5类家电平均效率整体

会提高15%左右,但照此新标准,将有

大约30%的变频空调和50%的洗衣机

被淘汰。 （大众）

5类家电实行新标
新产品或将涨价

——访杞县工商局局长张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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