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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手机上的打车软件叫车，
司机接单后未赶到约定地点，乘客
杨某的账户内却被划走了打车
费。杨某认为，网约车平台应对司
机的欺诈行为承担责任。日前，上
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宣判，
改判网约车平台支付杨某赔偿金
500元。

2016年 5月，杨某通过UBER
打车软件叫车，一位司机很快接
单。据杨某称，他见司机迟迟未到，
就跟司机提议取消订单，但遭对方
拒绝。几分钟后，杨某发现，打车软
件上的状态已显示为“上车行驶
中”，便打电话给司机。司机仍称

“还在路上”，否认在司机端的打车
软件上点击了“开始行程”。而后，
杨某发现司机结束了行程，自己的
账户被扣取了25.65元车费。无奈
之下，杨某不得不花费52元乘坐出
租车前往目的地。

事后调查得知，该司机在打车
软件上建立了一个里程约3公里、用
时约10分钟的虚拟行程，该行程与
杨某原定从出发地到目的地的行程
毫不相干，但是却让杨某为此次虚
拟行程支付了车费。

于是，杨某向网约车平台投诉，
平台承诺退回车费，但他迟迟未收到
退款。于是，杨某向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杨某与第三方司

机达成运输合同关系，网约车平台在
撮合成交的过程中仅提供信息技术
服务，没有证据证明该公司通过打车
软件提供信息技术服务时实施了欺
诈行为；并且，一审期间，网约车平台
已将车费退回，杨某的损失得以弥
补，至于打车费属于其前往目的地的
必要费用，不属于损失范畴，遂驳回
杨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杨某不服，上诉至上海市一中
院。

上海市一中院二审审理后认为，

网约车司机虚构行程乱收费，所涉金
额虽小，但性质恶劣，存在明显的欺
诈故意。虽该行为由司机个人实施，
但司机实为网约车平台合同义务的
履行辅助人。因此，网约车平台应承
担司机欺诈行为的法律后果。

上海市一中院二审认定，网约
车平台与乘客间成立事实上的运输
合同关系，上述虚构行程并扣取车
费之行为构成欺诈，改判网约车平
台支付杨某赔偿金500元。

（据新华社）

我国汽车产业已逐渐成长为国
民经济的支柱，与之配套的汽车后市
场却发展滞后：一面是强势的4S店
体系；另一面则是小、散、乱的路边小
店。而消费者只能长期在这二者之
间的夹缝中维护自己的利益。

相对来说，4S店在技术和零部
件方面比较有保障，但维修保养的价
格居高不下，导致一些车主在车辆出
保后，不再选择 4S 店进行维修保

养。目前，4S店车辆出保后的客户
流失率不断上升，且大都流向了社会
独立维修厂和连锁维修企业。然而，
很多社会独立维修厂和路边店虽然
在配件、工时等方面的价格比4S店
便宜很多，但配件和技术总是让消费
者难以放心。

据统计，我国目前有40多万家
汽修门店，大多以夫妻档、小作坊、路
边摊形式存在。平均每家维修店保

有客户大约不足400辆，经营模式也
大多是“一锤子”买卖，缺少稳定的客
户和车源。

国内汽车后市场这种小、散、乱
的态势，不仅让消费者挠头，也使许
多国外汽车后市场企业在中国市场
折戟沉沙。

中国的汽车后市场很早就被一
些国际巨头看中，来自美国、日本、韩
国、南非的捷飞络、Autobacs、普利

擎、韩泰轮胎等企业纷纷进入中国市
场。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企业都在
经营了一段时间后选择关闭甚至退
出了中国市场。

究其原因，除了因政策因素造成
4S店体系的势力过于强大外，中国
汽车后市场这种小、散、乱的状况所
带来的恶性价格竞争以及不诚信经
营等问题，让照搬国外经验和模式的
国际大牌企业难以适应。

明年规模有望破万亿元

汽车后市场：巨大 怎么吃？

车·热点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统计，2016年全国汽车销
售超过2800万辆

公安部交管局的数据
显示，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
机动车保有量首次突破3亿
辆，其中汽车达2亿辆

交通部门预计，未来中
国汽车后市场年均增速将
超过30%，2018年后市场规
模有望破万亿元

作为广汽传祺首款 C 级轿车，传祺 GA8
2017款在技术和原创设计等方面拥有诸多优势，
相继服务了全国两会、厦洽会、亚欧博览会与
G20峰会等盛会，向世界展现了中国汽车品牌制
造实力。

超宽车身 舒适座舱

传祺GA8 2017款内饰严选高品质环保材
料，以2907mm的超长轴距、1910mm超宽车身
设计带来宽敞舒适空间。同时，新增德国7英寸
全彩液晶仪表、后排迎宾踏板，标配PM2.5空气
净化系统。

传祺 GA8 2017 款新增传祺 Ti POWER
280T高效涡轮增压发动机。车辆双叉臂式独立
前悬挂，优化了前上摆臂和前驱动轴结构，增加
驾驶者操控乐趣的同时，提升了乘坐舒适性。

多功能配置
让你畅享互联网乐趣

传祺GA8 2017款的内饰设计线条丰富，功
能键分区明显，多功能方向盘上方为硬质烤漆材
质，挡把周围采用深灰色拉丝金属装饰。后排座
椅中间为多媒体操控按键。

传祺GA8 2017款最吸引眼球的内饰是位
于中控台中间的10.1英寸液晶显示屏，支持G-
Link功能，可以通过数据线将手机内容投射到屏
幕上。高配车型还配备了T-BOX智能互联系
统，驾驶者可以通过手机进行车况查询、车辆定
位、远程发动机启动等。

传祺GA8 2017款可以满足敢于超越、不断
进取的年轻成功人士的用车需求。5月20日，

“新时代创行者豪华座驾”GA8 2017款将在海口
宜欣城举办上市发布会，并推出5年/15万公里超
长质保服务。广汽传祺海南高信店、海南嘉华美
兰店邀您莅临品鉴！

海南高信店咨询热线：68640357

海南嘉华美兰咨询热线：68624092

我国自主汽车品牌
集体向上突破

长城的WEY（魏）、吉利的LYNK＆CO（领
克）、广汽传祺的GS7、一汽的红旗H5……正
在强势崛起的中国自主汽车品牌近来动作频
频，纷纷推出中高端品牌战略车型，开启突破
新征程。

在近期闭幕的2017上海国际车展上，高端大
气上档次的长城WEY、吉利LYNK＆CO、广汽传
祺GS7大放异彩。这些车型从研发到量产均是
企业集成全球智慧自主研发、正向开发、重金打造
的最新产品，也释放出中国自主汽车品牌进军中
高端汽车市场的志向和信心。

中国一汽最新发布的红旗H5一改严肃的外
观，标志性的多条辐直瀑式格栅造型夸张，狭长的
大灯和圆滑流畅的车身，看上去既动感又气派。
同时，溜背式的车顶、短尾的设计等都是典型的轿
跑风格。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
理秦焕明表示，自主品牌集体向上的背后，是自主
研发能力的快速提升。以中国一汽为例，该企业
开发出A级蓝途车动力总成，可实现百公里4L的
低油耗，红旗H7插电混合动力可实现800公里
续航里程。

在商用车领域，中国一汽应用“挚途”3.0
技术的解放J7智能重卡，已具备信号灯识别、
障碍物识别、超车、跟车、远程遥控等五大智慧
功能，并取得国内首个重型卡车自动驾驶实车
演示的成功。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魏建军在
2017上海车展上表示，长城汽车在欧洲、日本
和北美都设立了研发中心，拥有了一支优秀的
外籍汽车研发团队，在长城最新推出的WEY
品牌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全国乘用车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认为，我
国自主汽车品牌向上发展是必然趋势，虽然品
牌树立是长期的艰苦努力，但我国消费者对新
品牌接受度更好，品牌忠诚度转移更快，也给
我国自主汽车品牌的向上突破带来很好的机
遇，期待我国自主汽车品牌的向上突破有良好
效果。 (据新华社)

所谓“汽车后市场”，是指
汽车销售以后，汽车使用过程
中的各种后继需要和服务所
产生的市场交易活动。交通
部门预计，未来中国汽车后市
场年均增速将超过 30%，
2018年后市场规模有望破万
亿元。但是，目前，我国汽车
后市场企业大多“小、散、乱”，
零整比居高不下、信息不对称
等问题突出。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
来，如何通过改革和创新实现
汽车后市场的规范和有序发
展，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

目前，汽车后市场已成为整个汽
车产业链中耀眼的金矿。据《2013-
2017中国汽车后市场蓝皮书》估算，
汽车后市场整体行业利润可达到
40%至50%，个别细分行业的利润甚

至更高。
按照业界每1元购车消费会带

动0.65元汽车售后服务的惯例来看，
我国汽车后市场潜力巨大。

面对着潜力巨大的市场，如何改

变现在的落后状况成为当务之急，同
时也成为众多新来者的突破口。从
2014年到2016年，各大经销商纷纷
投入重金，以增强维修保养的盈利成
长性。据汽车工业协会统计，2014
年中国汽车后市场获得的风险投资
多达67次，是2013年的十倍。

同时，在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
加上政策有了突破，汽车后市场涌现
出一大批互联网创业企业，以及很多

独立的售后维修企业。2015年，电
商巨头阿里巴巴宣布整合旗下的大
数据营销、汽车金融业务以及6000
万车主汇聚的平台优势，成立了汽车
事业部，以打通汽车电商O2O服务。

而传统的4S店也开始慢慢转变
服务方式，降低费用，应对市场竞争。

现在，经历了一轮市场淘汰后，
途虎养车等一众生存下来的互联网
企业开始逐步摸索成型，经营模式也
从之前过度重视线上转为线上线下
并重，并开始在线下注重重资产投
资，将互联网和传统企业的优势有效
融合。

有专家表示，借助互联网技术，
未来的汽车后市场将会更加向终端
倾斜，销售模式也将由原来的店铺式
销售逐渐向“仓储式销售+物流配送”
的电子商务模式转型。

（经济参考报）

零整比畸高，汽车维修领域存在暴利

什么是零整比？零整比是指汽
车所有零部件的价格和整车价格的
比值，它的高低直接决定着消费者在
后期维修保养中更换零件的价格和
整体养护成本的高低，而零整比畸高
一直是汽车后市场的一大顽疾。

日前，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简称
中保协）联合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
第七次发布了汽车零整比数据，数据
显示，在100个车型中，零整比最高
的为830.49%，即更换全部配件费用

相当于购买8.3辆新车。
中保协相关负责人介绍说，高昂

的零整比说明，汽车维修领域仍然存
在暴利。

据记者了解，自2014年开始发
布汽车零整比数据以来，最高的零整
比甚至超过了1200%。由此可见，要
实现零整比的整体下降有多难。

目前，促使汽车零整比最终趋向
合理，成为规范和让汽车后市场健康
发展的一个重要工作。2014年，交

通部、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印发了
《关于促进汽车维修业转型升级、提
升服务质量的指导意见》，要求破除
维修配件渠道垄断，鼓励原厂配件生
产企业向汽车售后市场提供原厂配
件和具有自有品牌、商标或标识的独
立售后配件；鼓励授权维修企业向非
授权维修企业转售、提供原厂配件，
建立实施汽车维修技术信息公开制
度，保障所有维修企业都平等享有获
取汽车生产企业汽车维修技术信息

的权利。
今年4月，国家发改委、工信部

等部门正式颁发了新的汽车销售管
理办法，更是进一步打破了原有的
体系，让汽车后市场更加开放和透
明。

随着政策的不断放开，独立于
4S店模式之外的维修保养企业也迎
来了发展机遇，而社会汽车维修行业
的崛起壮大，将迫使“零整比”理性回
归，使消费者从中受益。

汽车后市场需转型创新

汽车后市场长期“小、散、乱”

传祺GA8 2017款
本月海口上市

网约车司机虚构行程乱收费

乘客起诉网约车平台欺诈获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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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热记得放遮阳板
车辆停放时，在前后风挡处放置

遮阳板，不仅可隔热，还能保护仪表
盘不受暴晒。值得一提的是，遮阳板
的降温效果与它的反射率有关，反射
率越高，效果则越好。另外，车膜也
是最基本的防晒、降温产品，好的车
膜不会影响车主视线，还能阻断太阳
的热量，防止70%以上的光线进入，
达到降温的效果。

空调有异味，经常吹吹风
夏天空调使用时间长了，出风口

会吹出难闻的异味。有些车主发现
即使是更换了空调滤芯味道依然存
在。其实这是因为空调风道内有凝
结的水珠，导致滋生了霉变细菌或者
存留了污染物，只要清洗风道即可。

平时使用时，简单的操作可以避免
这种细菌产生的异味：在到达目的地之
前，提前几分钟关闭压缩机，但保持使
用自然风，到达目的地之后再停车熄
火，彻底关闭即可。在到达目的地前吹
一下自然风能让风道和外界的温度保
持一致，这样就不容易有凝结的水珠，
风道就能够保持长时间的清洁。

注意防爆胎或自燃
夏季尤其要防止机动车的轮胎

爆裂和发动机爆燃。长时间高速行
车后，胎温会过高，定期停车于阴凉
处休息，让司机解乏的同时，也帮助
轮胎降温。切勿泼冷水为轮胎降温，
会使胎层拉裂。夏季发动机容易因

过热而产生自燃，要对燃烧室、气门
头等部位的积炭进行一次彻底清除，
使之保持良好的散热和正常的压缩
比。

冷风、热风除雾法
使用空调或下雨天，前挡玻璃上

容易产生雾气，模糊了视线。这时候
可以打开空调的制冷开关，用冷风吹
风挡玻璃，能迅速使视线清晰；后挡风
玻璃出现雾气时，则需打开后挡风玻
璃加热器消除雾气。如果雨刷器刮水
不彻底，可将车蜡涂在车窗上，使玻璃
表面形成蜡膜，改善视线范围。

随时留意水温表
夏季开车时应随时留意水温表，

发现水温偏高，应立即停车降温。平
时应经常检查散热系统，比如说发动
机散热器的叶片上是否有积垢，保持
风扇、散热器等部件的机件灵敏，这
些是发动机升温的重要原因；每天出
车前检查一下水箱冷却液是否足够，
如果不足应及时加满（如果临时没有
防冻液可加，可用水代替，但最好是
使用纯净水）。

油箱不宜加满油
油箱里的油在炎热的环境中会膨

胀，如果油加得很满，很容易发生危
险。夏天，地面温度也很高，这些都是
我们应该注意的。如果机盖着火，不要
着急打开，防止空气中的氧进入机盖内
使它燃烧得更快，要拿好灭火器，要慢
慢打开机盖往里喷射。 （广州日报）

炎炎夏日，如何正确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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