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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被光鲜外表“蒙眼”

不少购买二手车的消费者虽然
有一定的行车经验，但不懂咋鉴别车
况。 记者了解到，目前海南尚无相
关监管部门指定的二手车交易第三
方检测机构。有些二手车商低价收
到车况不佳的二手车甚至“泡水车”

“事故车”，进行维修和“包装”后，冒
充“好货”出售，给下任车主带来安全
隐患。

今年3月，海口市民黄先生在一
家二手车经营场所，花5万元买了一
辆 2009 年产的飞度小轿车。购买
时，销售人员向他承诺“该车曾经无
重大事故、无泡水现象。”可车辆买来
后，黄先生发现它经常无故熄火，刹
车制动也老出毛病。黄先生有点怕
了，便去一家专业汽车维修店检测，
维修师傅告诉他：“这辆车泡过水。”

“买二手车不能只看外表光鲜，
要看车的‘内涵’。”海口南海大道某
4S店资深工程师符亮表示，对于表面

看不出“大碍”的二手车，本地消费者
可以在购买前请专业汽车维修厂的
师傅到二手车行帮忙检测，尤其鉴别
是否是“事故车”或“泡水车”。

符亮并不主张消费者自己验车，
因为严格来讲，对车辆的专业检测项
目高达259项。如果从非专业角度
查验的话，符亮建议消费者可掀开车
内地毯，查看车身是否藏有硬伤，如
果是“泡水车”，后备箱会留下痕迹。
检查是否为“事故车”，可以查看原车
焊接点是否完整，也可以通过保险公
司查看车辆保险期间的出险情况。

“还需查看发动机外观与运转情况，
识别漏油漏水的痕迹，仔细倾听发动
机是否有异响等。”

估价前给车“查户口”

“二手车一车一况、一车一价。”
消费者如何以合理、合适的价格购置
一款心仪的二手车呢？在今年央视
3·15晚会中，号称“透明”、“无差价”
的二手车电商因差价情况被曝光，二
手车价格不透明现象再次成为各界
关注的热点。

据了解，去年海口二手车交易量
约5万辆，目前海口市区的二手车交
易市场规模有限，部分二手车商操作
不规范、诚信度不高，导致一些消费
者对二手车行业的整体信任感不强。

“如果单纯看里程表，并不可靠，
卖家很轻易就能调换公里数。”海口
一位多年从事二手车交易的业内人
士李先生告诉记者，看车辆的上牌时
间是一个辨识办法。他举例，一般来
说2至3年的二手车，过了磨合期，比
较好用，价格比新车便宜不少，买来
很划算。“如果上牌时间年限过长，虽
然价格很低，但买回之后维修、保养
是大问题。”

如何确保买到货真价实的二手
车？李先生建议，购车前要对车辆

“查户口”。比如，过户手续必须有
合法来源，无遗留银行质押和法院
封存记录、无遗留交通违章和未处
理事故记录、无遗留欠费记录等。
此外，买车时要对车主的身份证、机
动车行驶证、养路费证明、车辆原始
发货票、车辆购置附加税证明、年检
证明、保险单等逐一核查，之后才好
估价。

手续齐全才能不被“黑”

有消费者在某二手车市场看上一
款车，问是不是2.0排量的，卖家看她
很喜欢又不懂车就说是。成交后才发
现是1.6排量的车型，外观一模一样，
回来找卖家，结果对方拒不承认自己
说过是2.0排量的车。李先生表示，这
类欺骗一般针对“菜鸟”消费者，“其实
现在信息这么发达，要买二手车，自己
得先做做功课，在网上查查款型和配
置，以及车上的生产标牌可以查验，只
要长点心眼是可以识破谎言的。”

李先生告诉记者，消费者对二手车
不了解没关系，可以找懂行的人帮忙解
决，但如果对二手车交易流程和相关手
续不清楚，就容易被“黑”了。有些二手
车商与买主在交易过程中达成了价格
约定，但是在违章处理、保险、过户等费
用方面车商又转嫁给消费者，甚至在谈
好价格后不签订买卖合同，结果交接车
时发生里程增加、配件更换等“陷阱”。
消费者既要了解二手车交易流程，也要
在出手前签订正规的买卖合同，以免被
钻了空子，事后维权无门。

真实车况不明、款型配置混淆、合同手续混乱……

买二手车，得留心防“黑手”

■ 萧清

近期，二手车市场颇为热闹，
各类事件、政策接二连三涌来。
先是央视 3·15 晚会揭了某电商
二手车交易的“黑盖子”，晒出一
些信息不对称、价格不透明的“猫
腻”，招致舆论和公众热议。随
后，国务院办公厅发文，要求各地
5月1日前取消二手车限迁政策，
引来二手车商集体弹冠相庆。紧
接着包括海南在内的东部 11 省
市，4 月 1 日起率先实施汽车“国
五”标准。

虽然眼下各地还没出台实施
细则，但业内人都心知肚明，要按
照该排放标准，买卖二手车的“门
槛”不低。比如在海南，符合“国
五”标准的车型大多2013年才陆
续投入市场，但在二手车交易中，
3-10 年车龄的二手车至少占比
达60%左右，而3年以内的二手车
顶多不超过20%。这意味着实施

“国五”标准后，这些省市的二手
车交易量将会受到一定冲击。

绿色环保是造福人类子孙后
代的事情，提高汽车排放标准的
政策早一天施行，环境就会更好
一些。虽然现行二手车市场发展
迅猛，但在交易的渠道和环节以
及相关监管方面仍有待规范。值
得注意的是，二手车售前检测规
范严谨与否，很大程度上将考验

“国五”标准落地执行的“成色”。
继央视3·15晚会之后，有媒

体曝光，大部分二手车售前检测
缺乏标准化流程。有数据显示，
目前在二手车检测及估价过程
中，近七成的“检测师”是缺乏专
业资质的“师傅”，这些车行技师
仅依靠个人经验、眼力来进行二
手车检测。在检测程序缺失、行
业监管缺位的情况下，诸如将
2011款车型“检测”成2013款，或
者人为减少车辆行驶里程、让“调
表车”蒙混过关的现象时有发生。

依笔者之见，千万别把二手
车售前检测当儿戏，海南应借鉴
一些发达国家成熟的二手车检测
经验。比如，设置在相关部门监
管之下的二手车交易第三方检测
平台，上岗的检测师应获取相关
部门考核发放的专业资质证书，
按照对社会公布的检测程序，严
格检测每一辆进入交易市场的二
手车，并出具专业检测报告书。
如此一来，既可杜绝后期“一车两
价”等不透明估价行为，更重要的
是能有效阻止黄标车、报废车“荼
毒环境”，同时给二手车“新主”吃
一粒安全环保驾驶的“定心丸”。

一方醉驾另一方逆行

惨剧：3死1伤
■ 见习记者 丁平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这句宣传语虽然广而告之，却还是
有人酒后驾驶、漠视生命。

去年6月22日3时35分许，酒
足饭饱的当事人毛某（事后在其血
样中检验出酒精，浓度为185mg/

100ml）仍驾驶私家小轿车出行，同车还载有周
某、游某、唐某三人。当毛某驾车沿丘海大道从
北往南行驶至华信物流城门口，遇到另一名当事
人杨某驾驶一辆轻型货车从华信物流城向右拐
弯，毛某车辆的右侧部位与杨某车辆的左前保险
杠发生碰撞，毛某小轿车的右倒车镜、右前门玻
璃当场损坏。

然而，醉酒的毛某不但没停车，反而继续驾车
行驶至海南丘海储备粮库门前的非机动车道，撞
上从该粮库里行驶出来的一辆重型厢式货车。驾
驶该重型货车的当事人吴某当时也没靠右行驶，
属违规驾驶，且吴某的车辆车况不好（事后检测证
实）。事故造成小轿车的驾驶人毛某和乘坐在副
驾驶座位上的周某当场死亡，坐在后座位的游某、
唐某受伤，游某在被送至医院经抢救无效后死亡，
三辆车均有不同程度损毁。

根据现场勘查、检验鉴定、当事人陈述、证人
证言等证实：当事人毛某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

“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
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或者过度
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得驾驶机动车。”以及违
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
第一款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
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
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
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抢
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乘车人、
过往车辆驾驶人、过往行人应当予以协助。”从而
造成三死一伤的惨痛事故。

当事人吴某的行为则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规定：“驾驶人驾
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前，应当对机动车的安全技
术性能进行认真检查；不得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或
者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等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
车。”以及违反了第三十五条规定：“机动车、非机
动车实行右侧通行。”

警示

通过该案例，海口公安局交警支队相关负
责人提醒广大司机：饮酒会导致驾驶人的视线
模糊、判断失准、运动机能下降、反应迟钝，驾驶
人要牢记“酒后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同时，良
好的车况是避免交通事故发生的基本保障，驾
驶机动车上道路前应当对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性
能进行认真检查。

插车窗小名片
频频“卡”得车主破财
■ 本报记者 原中倩

开车一族都知道，车窗常被莫名插上广告宣
传单、促销名片等。仅仅是不胜其烦也就算啦，车
主是否知道，这些被插的小小名片，很可能会让爱
车受损严重。

“没有想到，几张卡片就让我白白损失了好几
百元汽车维修费，真的好烦！”近日，在海口某家
4S汽车维修店，记者见到前来维修汽车的刘女
士，她告诉记者，前两天她将车子停在商场外的停
车场，开车的时候发现，车窗上被插了几张促销名
片，没有经验的她本想摇下车窗玻璃取出来，没想
到名片却顺着玻璃缝隙掉落到车门的夹层里，车
窗却升不起来了。为此她只好将车开到修理厂维
修，原来是名片卡住了升降机里的一个部件，只好
花钱又更换了升降机。

海口市民陈先生前些天出门到停车场，准备
开车去办事，他看到车窗被插上了名片，匆忙中也
没在意就没取下名片，上车后顺手升降车窗，名片
却顺着车窗掉进了车门的玻璃缝隙里。陈先生把
车开到4S店想把卡片拿出来，却被告知想取出卡
片就得拆门，而他开的是一辆名牌进口车，不花费
上千元解决不了问题。

海口兴运达汽车服务中心的师傅张小川告诉
记者，车主的确常被车门上频繁插名片的事情搞
得心烦。“插在车门上的这些卡片不仅有碍观瞻，
或阻碍司机看后视镜的视线，而且如不及时取出，
顺着车窗掉进车门内部，便有可能导致车窗升降
器损坏，假如遇到下雨天，雨水或许将名片泡烂，
并堵塞排水口。如果卡片在车门内浸泡的时间过
长，不但易使车门生锈，还能造成门锁不听使唤、
甚至自动落锁失灵的情况，安全隐患不小。”他提
醒车主，每次开车前，先看看车窗或前挡风玻璃上
有没有被插名片，有的话切记不要在车内升降车
窗取卡片，而应到车外从车窗处取下。

■■■■■ ■■■■■ ■■■■■

“限迁”取消利好对撞“国五”利空
海口二手车商且喜且忧

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相关人士
认为，我国二手车发展的制约因素，
首推“限迁”，所谓“限迁”就是限制
一定排放标准以下的外地二手车迁
入本地市场。数据显示，目前国内

“限迁”城市达333个。本次政策取
消“限迁”，将有效促进二手车市场
的发展壮大。

海口某资深二手车经销业内人
士告诉记者，目前限迁政策的执行，
约束了二手车交易的流动性，大量

的二手车只能在当地消化。“按照新
规，海口的限迁政策取消后二手车
交易量必定会增长，消费者会有更
大的选择余地，这对我们来说是个
很大的利好。”

记者从海口市交警部门了解
到，目前海口市对于二手车迁入，仍
按照限制一定排放标准以下的外地
二手车迁入本地市场政策执行，而
对排放标准的限制则是根据环保部
门的相关规定执行。

日前，环保部和工信部发布2016
年第4号公告提出，4月1日起，全国
东部11个省市全面实行汽车“国五”
排放标准，其中海南也在其列。

在海口南海大道，有二手车商问
记者：“海南要实施‘国五’了，那一周
前关于解除二手车限迁的政策，该如
何执行？”在这一区域，二手车交易已
成“气候”，一些二手车行规模不小，
许多车商也从事二手车交易多年。

“限迁”政策即将取消和海南实行“国

五”标准的消息，眼下已经在二手车
商们之间盛传。部分商家表达出困
惑的情绪，某车商表示，解禁“限迁”
的确能带旺二手车市场，但若实施

“国五”标准，差不多抵消了“限迁”的
意义。

记者走访海口市交警部门得知，
目前海口车管所仍可以办理“国四”车
辆上牌、过户等业务。部分二手车行
负责人表示，只有等地方细则出台，才
能看清本地二手车市场的走向。

“限迁”取消或带旺市场 “国五”令二手车商彷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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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二手车便利交易的
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取消二手车“限迁”、推行二手车异地交
易登记等政策措施，对于目前已实施“限迁”的地方，在今年5
月1日前予以取消。没两天，环保部与工信部发公告称，从4
月1日起海南等11个东部省市率先实施汽车“国五”排放标
准。海口部分二手车市场商家表示，两条新政“齐上阵”，今
后生意如何做？需要进一步观望。 ■ 本报记者 刘操

高价买来“八成新”的二手车，使用一段时间才发现是事故车；实际行驶里程与里程表不一、价格不透明；交易服务费暗藏
“潜规则”……“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近年来，随着国内二手车市场发展红火，二手车交易中各种“注水”问题也日益凸显。

为此，海南日报商业周刊记者近日走访二手车业内人士及遭遇购车陷阱的车主，为打算买二手车的消费者提个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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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统计显示，截至
2015年我国汽车保有量 1.72亿辆，预计每
年增加新车超过2400万辆。

2014年，全国二手车市场累计交易量
605.29万辆，累计交易额3675.65亿元。

2015年，全国二手车市场累计交易量
941.71万辆，累计交易额5535.40亿元

预计未来二手车年累计交易量将超过
3600万辆、年累计交易额将近2万亿元。

二手车市场迅速扩增
哪些人消费二手车？

近些年二手车市场活跃的背后，消费需求变得越来
越多元化，那么日渐扩增的二手车市存在哪些消费群
体？归纳起来大致分为四类：

1 刚拿驾照为练车买二手车的新手；

2 不追求新车更看重性价比的工薪族；

3 想在客户面前追求“范儿”又精打细算的生意人；

4 懂车爱车又不差钱的汽车发烧友。

在中国，这四类消费人群共同支撑起了目前从两三
万元到两三百万元的多价位、多层次的庞大二手车市场。

二手车市
何处加油何处点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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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