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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改革后的商业车险保费等
于基准保费与费率调整系数的乘积，
费率调整系数由无赔款优待系数、交
通违法系数、自主核保系数、自主渠道
系数4个系数的乘积构成。

在各项系数中，无赔款优待系数
对费率的影响最大。连续3年以上无
赔付的消费者无赔款优待系数最低为
0.6，如果上年赔付超过5次，无赔款
优待系数就是2。车主出险更谨慎，
导致很多私人修车店铺也抓住机会，

用价格优势来与4S店“争客源”。
今年10月底，海口市民彭先生在

龙昆北路发生一起剐蹭事故，彭先生
负全责，由于修车金额不大，并且今年
彭先生已经出险理赔过1次，为了防
止明年保费上浮，彭先生决定不再进
行保险理赔，便带着对方车主一起来
到海甸岛一家快修店进行修车，最后
两辆车的剐蹭地方全部修好总计花了
500元。

“图省事，之前也老在快修店修

车，总体感觉修车价格是越来越便宜
了。”彭先生说。

并且，近年来汽车快修店发展迅
速，从事车辆维修工作多年的某汽修
店主符先生表示，车险改革后，很多车
主在发生小事故时，权衡保费与修车
费之后，可能更多选择去方便实惠的
私人快修店，这将与4S店形成激烈竞
争，此种情形有望推动车辆维修价格
的走低，其店铺也正努力把修车价格
调到最低。

乐视汽车又有新动作：

2.79亿元拿下浙江造车基地

据德清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官网《德土资
告（2016）挂字第40号成交公示》，乐视生态汽
车（浙江）有限公司以2.79亿元成交德清经济
开发区北部砂村区块创业大道北侧“2013-
006-1”地块。据此前公开的消息，乐视将于该
地块建设其在国内的第一个汽车产业基地。

据了解，2016年8月10日，乐视在浙江省
人民大会堂举行启动仪式，宣布在莫干山高新
区北部园区建设超级汽车工厂和智能汽车生态
小镇，第一阶段规划用地4300亩，计划年产
40万整车，总计投资200亿元。 （中汽网）

中国汽车行业蓝皮书发布：

今年销量预计增14%

普华永道近日发布了其首份《中国汽车行
业蓝皮书》，预计今年中国汽车市场全年销售量
将增长14%。到2022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年
产量将达到185万辆左右。

在全球汽车行业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中国
是最重要的推动者。2015年下半年，受到减税
政策刺激，本已陷入疲态的中国汽车市场在四
季度强势拉伸，年度销售量收官增长达8.2%。
该项政策在2016年得以延续，令整体汽车市场
持续升温，普华永道预计国内汽车市场全年销
售量增长约14%。

“随着刺激政策退出，中国汽车市场将在明
后年逐步回归温和增长，并且产业逐渐成熟，这
也许是中国汽车行业‘新常态’的标志之一。”普
华永道中国汽车行业主管合伙人廖仲敏认为。

自动驾驶被视为是汽车行业的未来。普
华永道预计，到2020年，汽车产业才会开始
真正地向自动驾驶转移；到2025年，在出售
的新车中，20%的车辆具有自动驾驶功能。
自动驾驶的技术会越来越成熟稳定，到2030
年自动驾驶车辆的市场占有率将达到15%至
20%。 （据北京日报）

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量
有望占全球总量的40％

“根据今年的发展形势估算，2016年中国
新能源汽车产量有望占到全球总量的4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许艳华表示，1到
10月的国内汽车产量中，新能源产品占比已经
超过了1.6％。

许艳华是在10日北京举行的“十三五”新
能源汽车发展趋势高层论坛上说这番话的。在
本次论坛上，来自新能源汽车行业的百余名嘉
宾，围绕未来几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在技术、政
策、市场等方面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入探讨。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16年11
月，我国新能源汽车生产8.40万辆，同比增长
16.21％。2016年1－11月，累计生产新能源
汽车40.28万辆，同比增长44.27％。

许艳华说，新能源汽车产销数字的节节攀
升，背后是整个产业的全面进步：关键核心技术
不断突破，产业链条逐渐清晰，初步形成了较完
善的产业生态，社会公众接受度与购买欲大幅
提高。

与会专家也指出，“十三五”期间，新能源汽
车产业有望迎来更多的“升温”与“加速”，但也
面临着如何让产业生态更加完善，由政府主导
转变成市场主导，如何突破更多核心技术，如何
打造新能源汽车自主品牌等新难题。 （欣华）

理赔次数过多保费大幅上涨，甚至可能上黑名单被拒保

车险改革倒逼车主

■ 本报记者 王培琳

2015 年 6月 1 日起，
商业车险条款费率管理制
度改革试点工作正式启
动，目前全国十二个省区
市已经完成第一批和第二
批试点工作。海南省作为
第三批推广地区，今年6月
24日正式进行系统切换，
6月25日正式启用新的商
业车险行业统一示范条
款。

据海南省保监局统
计，6月25日新产品上线
至10月底，全省约有76%
的续保客户享受了低于上
年的整单折扣。商业车险
保单平均折扣率70.36%，
较改革前下降了1.17个百
分点。商业车险单均保费
3443 元 ，同 比 下 降
1.49%。此外，车险改革
对海南车险市场有何影响
呢？

“如果出险，我明年的保费会上浮
吗？上浮多少？”我省商业车险新规施行
后，车主最关心保费的变化。根据新规，
出险次数和车险保费系数直接挂钩。

据介绍，以往，一年中出险次数不
超过2次的话，对次年保费影响不是
很大，而费改新规加大了对出险次数
的管控。

“如果车主理赔次数过多，甚至有
可能上黑名单，被拒保。”平安车险理
赔员小符告诉记者。

据人保财险海南分公司相关负责
人介绍，为促进费率公平，拓宽保障范
围，车险改革后保费还有两个较大变
化：明确了商业车损险保额按投保时
车辆的实际价值承保，另外费率体系
还考虑了不同车型的“零整比”因素，
即具体车型的配件价格之和与整车销
售价格的比值。

海口市民杨先生的长城皮卡车，
2015年10月购买商业车险全险共计
5400多元，一年内出险3次，今年10

月杨先生再次购买全险时便达到了
6700元。

省保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改革
之后，商业车险更受消费者认可，商业
车险投保率达到了77.39%，同比增加
了4.69个百分点，同时车险改革也提
高了公众安全驾驶的意识，受新规影
响，不少车主索赔习惯开始发生改变。

“轻微的小剐蹭就不出险了，否则
明年保费就不划算。”海口市民刘先生
说。据海南省保监局数据统计，今年

6月我省开始进行商业车险改革至十
月底，我省商业车险报案率同比下降
了9.85个百分点。

但出险理赔次数不是影响保费的
唯一因素，还要考虑其他因素系数。据
人保财险海南分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改革后的商业车险费率水平与驾驶习
惯及其行车风险更加匹配。大多数的
车主能够因其良好的驾驶习惯和低出
险率而享受更多的折扣，相应的高风险
的车险客户的保费则会有所上浮。

“奔驰宝马”代步车泛滥

千元入手“奔驰宝马新能源汽车”
不再是梦。记者发现，老年代步车傍
大牌的方式分为两类：一类为外观设
计上对大牌进行模仿，按照奔驰、宝
马、路虎等知名品牌照猫画虎；另一类
则直接在名称上谐音模仿。

记者发现，河北休闲电动汽车有
限公司生产的一款名为东方锐达的四
轮电动轿车，在外观上看与奔驰
smart相差无几，从车型到图标几乎
相同，同样被仿造的大牌还有“奔驰”

“宝马”“玛莎拉蒂”等。
在北京朝阳区一家电动车专卖店

中，销售人员告诉记者，店中有一款销
量非常好的代步车，名称叫“大洋”，需
要预定从仓库取货。记者询问是否与
摩托车生产商“大阳”品牌同一出处

时，该销售人员表示，并非是一个厂
家。另一款名叫“酷派”的老年代步
车，与手机品牌酷派同名，但店员表
示，两者并无任何关系。

博眼球牟取暴利

老年代步车是低速四轮电动车的
一种代称，因当下几乎处于监管真空
状态且频频引发交通事故而备受争
议。同时，因车辆不需要牌照，驾驶员
不需要驾照，颇受消费者欢迎。部分
车企因此以山寨、傍大牌的形式从中
牟取暴利。

上述售卖“奔驰”等老年代步车的
销售人员称，同等价位的老年代步车，
贴大牌的产品销量更好。另有不愿具
名的知情人士透露，与纯电动汽车相
比，老年代步车的研发费用仅有几万
元，门槛极低，小作坊也能生产。

一位不愿具名的老年代步车品牌
负责人告诉记者，行业内部分企业模
仿国际大牌车企制造老年代步车销
售，迎合了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傍大
牌的老年代步车与正牌名车售价天差
地别，部分消费者没钱买名牌车可以
尝试开名牌车的缩小版。”

记者昨日接连致电上述傍大牌的
代步车企业，不过，截至记者发稿电话
仍未能接通。

尚处监管空白

老年代步车行业傍大牌乱象，反
映了老年代步车的行业规范和生产规
范亟待出台。北京集慧智佳知识产权
管理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咨询师王静竞
认为，在名称上进行模仿的企业是在
打法律的擦边球。山寨企业刚起步，
需要借助别人品牌的知名度带动销

量。但这种外观上模仿，在法律上存
在巨大风险。不过，当下该行业尚处
监管空白，大型车企也并没有在该领
域大规模打假。

王静竞指出，对于企业来说，“傍
大牌”仅仅是一时之计，企业前期发
展进行抄袭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具备
一定规模后，企业应当有自己的核心
技术才能获得竞争力。一味地进行
模仿，不仅会对企业自身的发展产生
不利影响，更有可能触犯法律。

据悉，我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
中有明确规定，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
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
标近似的商标，或者在类似商品上使
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
标，容易导致混淆的；销售侵犯注册商
标专用权的商品的均属于侵犯注册商
标专用权。 不过，为了追逐利益依然
有企业铤而走险。 （北商）

过度清洗打蜡
导致漆面早衰

时刻保持爱车光亮确实是
个好习惯，通常来说，2周左右
洗一次算是比较勤快的了，但
一周一次，甚至更高的洗车频
率就稍微有点过了，车子虽亮，
但无形中伤害了车漆。

因为洗车的时候，易导致
粘附的泥沙刮擦车漆，形成细
小刮痕。洗车频率过高，也就
间接地增加了车漆被泥沙刮擦
的概率。洗车时用的洗涤剂也
会不同程度上地与漆面发生化
学作用，加速老化。此外，夏季
洗车要特别注意，洗车后形成
的水滴会聚焦太阳光，形成局
部高温区，反而易增加漆面的
老化速度。因此，不建议过于
频繁地洗车，有时候简单扫扫
灰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此外，打蜡、封釉比普通洗
车更伤车。做打蜡、封釉等项
目的时候，首先都会对车漆进
行抛光。抛光的原理就是把表
面的车漆磨掉一层，这样做会
使车漆逐渐减薄，逐渐失效，同
时操作不当还易形成太阳纹，
这种物理型的伤害是不可挽
回、不可修复的。

因此，隔三差五的就去打
蜡封釉，用漆面的寿命换取一
时的光亮，实在是“杀鸡取卵”
之举，建议逢年过节弄一次还
是不错的。 （罗辑）

车险改革或改变车主理赔和行车习惯

车险市场竞争更理性 服务越来越重要

保费引发连锁反应 修车价有望走低

千元就能拿下“奔驰宝马新能源车”

老年代步车集体
因无牌无证、道路横行

而备受诟病的老年代步车引
来众多“大牌”车企关注，部分
销售店外一排排奔驰、宝马、
路虎造型的代步车颇为惹人
眼球。不过，有销售人员告诉
记者，这些外形酷似名牌车的
老年代步车是厂家故意傍大
牌生产，“名牌”销量更好。同
时，记者调查了解发现，另有
部分老年代步车以谐音的方
式傍大牌，酷派、大阳等品牌
在老年代步车领域也大受欢
迎，傍大牌居然成为老年代步
车企业实现利润的捷径。

傍大牌

好好开车

出险1次次年取消车险折扣

出险2次保费系数上浮25%

3次上浮50%

4次上浮75%

5次及以上保费可能翻倍

车险改革后，各家公司在保费价
格上也有了更大自主权，消费者会比
较各家保险公司车险的价格，市场竞
争无形中加剧，保险的销售费用增加，
这是车险改革以来，不少保险公司的
直观感受，但与此同时，车险市场的竞
争也更加理性，更多保险公司开始更
加看重服务。

省保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商业
车险改革之后，海南车险市场格局比
较平稳，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人保、
平安、太平洋、大地等保险公司依旧占
据海南车险市场前列，全省商业车险
签单保费、签单件数同比增速没有出

现异常波动。与此同时，车险市场竞
争更加理性，财险公司自主调节系数
使用“双85”底线折扣的保单占比为
64.22%，公司自主定价的差异化开始
呈现。

平时较为关注车险市场的海口市
民王先生也表示，因费用上升，部分中
小保险公司可能面临调整结构的形势，
不再像以前那样不计成本抢夺市场。

据平安车险理赔员小陈介绍，改
革方案更加强化保险公司对保险条款
的尽责说明义务，要求保险公司承保
时必须主动向消费者说明责任免除事
项，解释易产生歧义的内容，并且新的

行业示范条款将代位求偿全面纳入保
险合同，理赔方式更加多样化，进一步
精简了理赔资料，理赔也更加便捷。

“现在的消费者不仅看价格，还会
看服务。”平安车险销售人员余女士认
为，购买支付方便，理赔速度快，赔款
到账快等越来越为消费者所看重，因
此保险公司都在不断提高服务水平，
让车主享受到更加满意的服务。

同时，人保财险海南分公司相关
负责人认为，在推动商业车险改革的
大背景下，各家保险公司也应多从自
身找突破口，改善经营管理，努力形成
自有的经营特色和比较竞争优势。

车险
新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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