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代办车险有隐忧
案例 消费者谢女士购买新车时，车商声称

可以代办保险，不仅保全险，价格还低。谢女士对
保险不熟悉，没有仔细了解保险合同细则，匆匆忙
忙交了钱，拿到保险单。没想到刚过了两个月，新
车就被偷了。谢女士按程序向保险公司理赔，保
险公司声称，按照保险单记载，盗抢险的免赔率为
40%，因此最多只能赔偿60%的车价款。谢女士
这时才发现，保险单上确有如此规定，自己以前从
来没有看过。

点评 按照《合同法》有关规定，保险代办人
或者代办机构，在车主根本不了解保险合同条款、
保险条件的情形下，自作主张替车主办理了保险
合同，这样的保险合同不具备法律效力，车主可以
不接受其约束。不过，很多保险单在注明“盗抢险
免赔率40%”的同时，还注明“如果投保人觉得有
问题，可以在一定期限内向保险
公司交涉”等内容。为了应对这
样的现实，建议消费者购买新车
保险时务必仔细阅读保险单，避
免有可能产生的经济损失。

我省二手车的年交易量已达到4万
辆，市场发展潜力巨大。

据了解，在欧美发达国家，二手车与
新车的交易量之比为3：1甚至4：1，而
我国的汽车市场二手车与新车交易量比
约为1：3。其中，北京市场二手车与新

车的交易量比已达1：1，而我省二手车
与新车的交易量比约为1：2。

二手车交易日益活跃，什么样的车
型市场保值率比较高？多位专业人士认
为，汽车保值率与市场整体保有量关系
密切，就我省而言，日系车连续多年占据

销量榜首，像丰田、日产、本田等品牌保
值率比较高，同样年份、同样价格、同样
车况，一般情况下，日系车评估价都高于
其它车系，原因是海南消费者喜欢日系
车，即使买二手车，消费者更愿意选择日
系车。

潜力大 二手车交易量或将赶超新车

嘉华兄弟二手车总经理钱松钦
说，二手车估价要考虑多个因素，首先
以当前的新车价作为估价基础，而不
是以购买时的车价作参照。比如某款
车在3年前售价10万元，而现在新车
售价仅 5 万元，那么估价就很低；第
二，要看有没有泡水或者发生过交通

事故，如果有，就涉及安全问题，大部
分消费者都不愿意买，即使价格很低，
正规的二手车行也不会收购；第三，看
日常保养情况，二手车行最喜欢“一盆
水”的车子，即一盆水就能洗得像新车
一样，这种车没出过事故，车主都到正
规 4S 店定期保养，保养维修资料齐

全，驾驶的年限也较近，一般在3年以
内，这种车估价比较高。反之则估价
不高。

海南合群汽车集团二手车专员尹锦
说，二手车估价虽然受多种因素影响，但
有公式（见配图），但只适用无事故和没
泡水的车子。

释疑 估价有公式，事故泡水车不适用

估价乱 同一辆车估价差3万元
不过，我省二手车市场发展虽快，但

还不规范。记者以一辆2012年购买、当
时新车价是12.8 万元的车为样本，先后
开到4家二手车行进行估价。4家二手
车行评估出的价格，最高者与最低者相
差3万元。

第一家车行规模比较大，看起来挺正
规，评估师打开发动机盖和后备箱，并查看

里程表后，为该车估价4万元。评估师称：
此车发生过碰撞事故，估价肯定大打折扣。

第二家车行是家合资品牌的4S店开
的。评估师查看车况后，打电话询问了此
款车的新车价格，然后把车子开了约200
米后，给出了6万元的估价。

第三家车行是一家汽车集团开办的。
评估师仔细询问汽车购买、日常保养及事

故情况后，给出5.5万元的估价，并强调：他
们车行不收事故车、泡水车。

第四家车行则是一间商铺，门口摆了
20多辆待售的二手车。车行老板看完车
后，给出了6.7万元的估价。记者告诉他，
此车被追尾过。车行老板说，他看出有维
修痕迹，但不算严重，如果记者真要卖，他
还可再加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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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车车

随着汽
车保有量的
不断增加，
特别是汽车
消费升级换
代的加快，
省内二手车
交易日渐活
跃，大有追
赶新车交易
量的趋势。
但是，自家
的汽车现在
值多少钱？
如何买到实
惠 的 二 手
车？什么品
牌的汽车保
值率比较高
呢……连日
来，海南日
报记者进行
了走访。

从龙昆南路到永万路口，海口市南海大
道两旁分布着众多的汽车4S店。然而近两
年来，人们发现，在这些4S店前，待售的二手
车停放得越来越多。甚至一些不足100平
方米的商铺也挂出了“购销二手车”的招牌。

“据我们估计，省内的二手车行约有
150家，就数量而言已经不比新车行少。”
嘉华兄弟二手车行总经理钱松钦说，海南

二手车市场快速发展是近几年的事，原因
是汽车保有量快速增加，不少家庭汽车消
费开始升级换代，卖旧车买新车，剌激了二
手车市场的发展。

海南合群汽车集团二手车市场专员尹
锦分析称，开办汽车4S店投资很高，没有
几百万元不行，而开办二手车行门槛低得
多，只要懂汽车技术，有二三十万元就可挂

牌营业，“不过，现在二手车行数量很多，但
是有实力、上规模、规范经营的不多”。

有业内人士称，去年，我省的二手车交
易量约4万辆，其中大部分是轿车。购买二
手车人群主要有两类：10万元以内二手车的
购买者，多数是刚拿到驾照的首次购车者；豪
华品牌二手车购买者，以中小企业老板为主，
他们以较低价格买来豪华车“撑场面”。

只要是交易，就存在风险。有人买二
手车买到事故车；有人卖车因没及时过户，
车卖后发生事故还要承担责任……在二手
车交易中，如何避免此类陷阱？

尹锦建议，无论是买二手车还是卖二
手车，最好选择有实力、有品牌、有规模的
大车行，小车行也许给的价格诱人，但风险
不可控，“车主今天在某个小车行买到问题
车，明天就可能找不到那家小车行了。选

择大车行，一来有信誉保证，二来大车行二
手车来源清晰，一般不会有交通事故车或
泡水车。”

钱松钦也建议，二手车要卖上好价钱，
最好到4S店置换新车。比如，消费者以市
场评估价10万元的车在嘉华集团置换新
车，在估价基础上还享受3000元至5000
元不等的补贴，比纯卖二手车划得来。

记者调查发现，有些消费者买卖二手

车，不是通过正规车行办手续，而是通过朋
友熟人介绍，成交后不及时过户，结果常发
生纠纷，甚至有车主卖车很久后还要被迫
承担交通事故责任。

业内人士提醒，二手车交易，一定要及
时办理过户手续，否则，面临巨大风险。因
为不过户产权就没有发生转移，一旦发生
事故，按照法律规定，卖车人还要承担赔偿
责任。

交易量 二手车年交易约4万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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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买卖二手车要小心陷阱

8月8日，在时尚之都上海，东风日产新楼兰
领潮登场。活动现场，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副总
经理周先鹏正式宣布，新楼兰自即日起，在全国各
专营店正式上市，采用2.5L自然吸气发动机与
2.5L超级双擎混动发动机，共2大级别9款车型，
官方指导价格为23.88万元至37.98万元。

与此同时，8月9号东风日产海口专营店正式
发布新楼兰海南上市，欢迎各位海南车主朋友们，
到东风日产海南各个专营店品鉴。

周先鹏表示：“有颜值、有才华、有内涵，新楼
兰已经颠覆了消费者对中大型SUV的传统认
知。同时，新楼兰将通过一系列的营销举措，与新
时代精英人群形成精神共鸣。作为开拓中大型
SUV新蓝海的先行者，新楼兰将与新时代精英人
群共同成为走在时代前沿的‘创行先锋’。”

自问世以来，新楼兰就凭借跑车化造型、超级
双擎混动、全路况随心驾控、全维度预碰撞安全、
高端私享空间五大亮点，全方位颠覆了传统中大
型SUV设计理念，以豪华车级别的产品技术和产
品品质成为市场新的风尚标。

此次正式上市，新楼兰共带来9款车型，以多
样化的配置满足中大型SUV消费者的不同需
求。同时，23.88万元-37.98万元的正式售价，让
这款拥有豪车技术和豪车品质的中大型SUV更
加具有竞争力。

东风日产在为新楼兰打造超越同级的豪华产
品力的同时，在服务方面也着力为消费者打造豪
华体验，特别推出“先锋尊享”购车计划。购买

“2.5L超级双擎混动”级别车型的消费者，可尊享
5年20万公里同级最长免费保修服务；购买新楼
兰即享先锋金融专案：2成超低首付，5年超低月
供，2小时超快审批，先锋座驾、即刻拥有，让年轻
消费者梦想前置，超前畅享高品质汽车生活。

产品和服务两大层面都比肩豪华级别车型，
新楼兰在为消费者带来了超越级别的产品体验和
产品价值的同时，也为中大型SUV市场开辟了全
新的发展方向。在当前中大型SUV沉闷、中庸的
产品风格中，新楼兰将以全感官跑车型SUV的独
特风格，重新定义中大型SUV市场的全新基准。

随着“金九银十”的日益临近，各家
车企也在加快新产品的推出步伐，无论
是 SUV、轿车还是 MPV，都有重磅车型
在近期上市，但其中却不见合资自主的
身影。其实，近一段时间以来，除东风
日产启辰之外，合资自主鲜有新产品亮

相。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合资自主发展
的这些年来也没有涌现出一两款明星
车型，初始热火朝天，不过几年时间过
后，似乎有偃旗息鼓的感觉。

所谓合资自主是合资公司推出知
识产权归属于其自身的品牌产品，鼓励
合资自主的用意和当初开放汽车市场
一样，即用市场换技术。但大多数车企
将老款产品包装成合资自主，还有一些
仅仅推出个概念，后续动作乏力。截至

目前，技术方面的收获远未达到预期，
何去何从，市场会给出正确的判断，但
合资自主这一概念需要反思。

不可否认，合资自主在一定程度上
下延了老款合资产品的价格区间，开拓
了比较大的市场空间，但相对比较老旧
的产品又制约了其发展。上下受限制的
合资自主，出路只有两条：或是加快技术
迭代，但这会和合资产品产生冲突；或是
偏安一隅。显然，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

都是各车企不愿意看到的，而问题的根
源在于对合资自主的定义不够准确。

或是为应对产能扩张的政策需求，
或是发掘老款产品的剩余价值，无论是
哪种因素的作用，都使得合资自主面临
尴尬的处境。发展合资自主的方向没有
错，是市场换技术未能实现的补救措施，
若真的能够按预期实现，对提升企业研
发能力是非常有好处的。可惜的是，制
定美好预期的同时，没有相应的分阶段

考核指标，没有评估办法，也没有奖惩措
施。放任自流的结果只会是销售导向的
市场化行为，利润最大化是唯一目的。
没有过程的评估和考核，目标只能流于
空谈或是某种目的的载体，而与其这样
掩耳盗铃，还不如正大光明一些。

当下，合资自主处于去留的十字街
头，是到了重新定义其身份属性，并依
据目标给予不同的激励或惩罚措施的
时候了。 （何立军/新京报）

合资自主如何不再掩耳盗铃

■
本
报
记
者

周
月
光

市评车车

资讯车车

创行市场蓝海
成就时代先锋

东风日产新楼兰正式上市 推出9
款车型 售价23.88万元-37.98万元

海南二手车市

常用估价公式

买车第一年：
当前新车价*0.8

第二年：
在上年估价基
础上*0.8

第三年：
在上年估价
基础上*0.7

第四年：
在上年估价
基础上*0.6

制图/孙发强

第五年：
在上年估价基
础上*0.5，此后
打折幅度变化
就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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