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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 消费之门

本报记者 郝帅

加价提车 谁做下的局？
为了适应节奏日益加快的生活和

工作，北京市民程女士准备买辆车。在
经过一番考察后，她选中了有“神车”
之称的高尔夫6。但准备购买时程女士
却发现，很难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而是
只能订车。同时，需要长时间等待才能
提到车并且在提车时需要交纳车价以
外的费用。

3月5日至9日，《中国企业报》记者
走访了多家4S店后发现，程女士的遭
遇并不是个例，而是一种普遍现象。

提车需加价
否则长时间等待

“加价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的直接
要钱，有的要求做店里的装饰。否则的
话就要等。”程女士向记者表示。

记者以购车者的身份与程女士一
起来到了在临近北京北五环的一家一
汽大众4S店，在这里，来咨询购车的消
费者络绎不绝，每位4S店的工作人员
都在忙碌。
“您好，决定了吗？”之前接待过程

女士的销售顾问热情地打着招呼。
“基本上看好了，我喜欢1.4T自动

挡白色黑内饰的，随时可以签合同。”
程女士说。
“那好，我们这里提车需要加3000

块钱，要不就需要等3个月左右。”该销
售顾问毫不避讳地说。
“车款不是明码标价的吗？为什么

提车需要加钱呢？”程女士问。
“高尔夫6多火啊，要的人多，不加

钱就只能等着。就是加钱也不是现车，
需要等2个月左右。”该销售顾问说。
由于觉得加价提车不合理，程女

士离开了上述4S店。
随后，程女士与记者又来到了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附近的一家一汽大众
4S店。在这里，销售人员表示，提车不
需要加价，但是需要在店里做装饰。
“我们跟一汽的关系好，能比较快

地提到车，但是要做装饰。做了装饰1
个月左右就能提车了。”该店销售顾问
表示。“装饰是以套餐形式出现的，最
低的一款是6800元，其中包括贴膜、发
动机护板等等……”

“为什么提车还必须在你们这里
做装饰呢？”程女士问。
“这是我们的规定，我们作为工作

人员也没有办法。如果您真想要的话
我可以去跟领导申请一下。看看能不
能少一些。但最低估计也要做5000元
的装饰。现在高尔夫6卖得火，不做装
饰就只能等。来我们这里买车基本上
没有不做装饰的。”
随后，程女士与记者又到过几家

一汽大众4S店，基本上都需要加价才
能提车，而且在加价的基础上也不是
现车，只是订车，消费者需要等待一段
时间后才能提到车。

多方寻找后，程女士与记者终于
在紫竹院南路上找到了一家不用加价
的一汽大众4S店。
“我们提车不会加1分钱，但是等

待的时间比较长。估计要5个月的样
子。”该店销售顾问表示。

随后，该店工作人员向记者与程
女士道出了加价提车的原因。
“高尔夫6从上市之后销售就非常

火爆，属于比较紧俏的车型。而且现在
正是2011款停止生产，2012款陆续上
市的时候，可以说是青黄不接，所以就
造成了经销商的优势地位。他们利用
这种优势地位和消费者着急提车的心
理，要求消费者加价提车。”该工作人
员表示。

“而由于加了钱，所以在厂家拿车
时必然会积极争取，多多少少会有优
势。所以就造成了我们这种不加价提
车的销售商需要更长时间的等待。而
且程女士所要的车型和内饰又是所有
高尔夫中最抢手的，所以等待的时间
才会那么长。”

最终，虽然可能需要漫长的等待，
但程女士还是选择了上述不需要加价
提车的经销商。

“我着急用车，也非常喜欢这款
车。并且从经济角度上说多花点钱也
是无所谓的事情。但是已经明码标价
的车被要求在提车时加价，心里不舒
服，有被欺负的感觉。所以就是等我也
在这里买，花钱也花个舒心。”程女士
向记者表示。

紧俏车型
加价提车现象普遍

事实上，程女士的遭遇并不是个
例，记者通过调查发现，紧俏车型加价
提车的现象很普遍，而且加价的理由
和形式多种多样，甚至已经有“潜规
则”之势。

以上述高尔夫6为例，不仅在北京
市场有加价提车的现象，很多地区都
是如此。日前就有媒体爆出，一汽大众
重庆经销商的2012款高尔夫订金5000
元，提车周期为2个月，其中自动挡需
加价1万元。

事实上，汽车市场上的汽车品牌
和型号多种多样，高尔夫6绝不仅仅是
加价提车的唯一。而那些受消费者追
捧的紧俏车型普遍存在着加价提车现
象，而且加价的数额不定，会随着市场
冷暖的变化而增减。

之前就有媒体爆出，龙年春节前
奥迪Q5提车的加价有的已经达到7万
元。相对于该车38.36—56.77万元的官
方指导价格，其加价程度已经超过总
车款的10%。
而7万元，也不是提车加价中的冠

军。有媒体曾爆出，保时捷卡宴的提车
需要加30万元。

而加价提车的理由和形式也是多
种多样。
某业内人士表示，“提车加价一般

是加装饰、保险、保养在哪消费由经销
商决定、运输费和直接加现金4种形
式。”

“加装饰是车辆与配件、装饰等混
搭在一起销售，是购车中的一种变相
加价行为。这种加价行为在购车时比
较常见，也是较为初级的加价方式。”
该人士表示。
“保险、保养在哪消费由经销商决

定是因为市场竞争越发激烈，汽车经
销商单凭销售汽车本身，能赚取的利
润越来越少。而当消费者购车时，强行
让消费者在本店上保险、购买保养卡
则成了经销商获利的途径。这种行为，
其实也是加价提车的一种表现。”该人
士说。

该人士表示，“而运输费是一款新
车上市后，一般情况，汽车厂商是全国
性铺货。但由于地区消费能力存在差
异，导致同一款车，一线城市的货源紧
张，而二三线城市货源相对富裕。在加
价卖车时，有些经销商会表示目前手
头没有现车，但可以从别的地区调车，
但这样就牵扯到运输费的问题，从而
告诉车主需要支付几万元的费用。但
运送车辆的费用哪有这么昂贵呢？一
方面，经销商购买外地货源，相比之下
要比从厂商进车价格高，从而这部分
差价则让当地经销商赚取一部分费
用。另一方面，在给予被调车经销商一
部分利润的同时，本地经销商无疑也
会从中赚取差价，而这些费用全需要
消费者掏腰包。”

该人士说，“另外，其实从外地调
车销售并非是安全之举。首先，这种方
式很有可能导致车辆手续不齐全，从
而消费者无法顺利上牌。另外，也无法
保证车辆的出厂时间，如果一旦是库
存车，那么消费者购买后，直接影响的
就是车辆的免费首保期限，以及日后
的保修时间。”

相关规定缺失
甚至纵容提价

经销商是和消费者直接接触的，
因此，经销商的价格，也就是市场终端
价格。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对于经销
商而言一款畅销车型必然能从中获取
更多的利润。从而热销车型在经销商
手中也变成了变相加价、明码提价的
利器。

不过，也有部分经销商表示，厂家
“搭配供货”压力大，加价卖车也是不
得已而为之。经销商所言的“搭配供

货”的类型大致分为两种，其一是在厂
商供给经销商车辆前，就已为车辆加
装了选装配置，从而抬高车价。第二
种就是厂商为经销商搭配供货。某豪
华品牌经销商曾表示，如果从厂商进
一辆热销车型，那么需要在搭配1—2
款相对销量欠佳的车型，如果不这
样，那么得到热销车型的配额就相对
要少。

苦于加价无奈的消费者本想通过
国家政策为自己撑腰，但一则“加税
令”让民众伤透了心。今年，国家税务
总局对修订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办法
进行了研究，并起草了《车辆购置税征
收管理办法》修订稿初稿，并发布征求
意见。

其中显示，修订稿拟对购车款之
外的售车增配费、装饰美容费、加价费
统一开票征税。也就是说，消费者不仅
要为“加价”买单，还要被征收税费。与
此同时，相关部门不但没有打击购车
加价的不良现象，还变相认可这种行
为。这不免让无助的消费者再次受到
打击。

事实上，虽然加价提车让经销商
获得了实际利益的同时没伤害到任何
生产厂家的利益，但是由于加价使得
消费者与经销商产生的矛盾日益突
出。

2011年8月18日，“汽车之家”网站
上一则“车主砸途观专治加价提车”的
视频，使得年轻的长沙顾客曾先生成
为“网络名人”。曾先生在大众途观上
市前交了1万元订车费，半年后4S店仍
没有主动联系他。8月6日，曾先生再次
前往该4S店时，工作人员告诉他“依然
没货”，但如果加3万元装饰费用则可
以提到车，曾先生在4S店的车库里看
到了停满的大众途观，情急之下他砸
坏一辆和自己所选型号一样车辆的尾
灯。商家拨打110报警，后在警察调解
下，曾先生提走这台尾灯损坏的车辆，
而修车费仅仅花了380元。该视频出现
后不到10天的点击量已达15万多次，
绝大多数网友对曾先生的过激行为持
同情甚至赞赏的态度。

而自从加价提车现象出现的那天
起，争议就没有停止过。曾有法律界人
士认为提车加价涉嫌违反《价格法》、
《合同法》、《税法》。还有业内人士认
为，加价款应作为延期提车消费者的
补偿款，消费者遭遇“价外价”可投诉。

加强多部委合作、大力发展现代汽车服务业。发改委、交通部、保监会等相关部委
应建立会同监管的信息平台，保障广大客户行使充分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全国人大代表、广汽集团总经理曾庆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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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的两会上，一条关于汽车轮胎的专门提案引
起了《中国企业报》记者的极大关注。

在这份关于《加强汽车轮胎安全防范风险改善民生》
的提案中，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表示，
我国目前一年因发生道路机动车辆交通事故引起的死亡
人数（按事故发生后 24小时内统计）超过 6万人，约相当
于每天坠毁一辆大中型客机引起的死亡规模，防范此类
事故风险显然是改善民生的大事之一。

贾康说，发生人员死亡的机动车交通事故中，又以高速
公路车辆轮胎爆胎引发的居首位，可以称之为“第一杀手”。

京沪高速遭遇“第一杀手”

贾康的这份轮胎提案让人想起去年秋天发生在京沪
高速沧州德州段的那起车辆爆胎事故。

2011年 9月 3日，和大多数人一样，《中国企业报》
记者从经济学家贾康的微博中得知了他们一家人在京沪
高速上的遭遇。贾康在去年 9月 3日的微博中写道：9月
1日下午 3时 40分左右开累计行程六万公里、作了全面
保养的韩产胜达菲 SUV驶于京沪高速沧州德州段，时速
100多公里路平但觉车抖却并不跑偏，对坐副驾位的玲
说是不是车有问题了，话音未落车突然失控，觉左后方向
一声硬响车猛向右撞向护栏，我绝望地看到蓝色天空和
栏外坡下的一条河。

贾康说，当时感觉到的只有“绝望”二字，他不顾一切
猛打左轮并踩制动，可能 0.1秒间剧烈碰撞发生！他瞬间
感觉此生休矣。
“但护栏未被冲破，车以一个斜角冲上去又反弹回在

路上飞转约一大圈后落地我加力一脚踩死刹车横停路
上。驾驶室内有一股青烟。玲大喊：‘踹开车门！’我向左
方找到中控 unlock键按下，一拉，车门开了！出后见玲和
坐后排的女儿也都出来，死里逃生！”贾康继续在 9月 3
日的微博中写道。
“保险公司现场勘察左侧前后爆胎后，发现就是人们

质疑多时的锦湖轮胎。人命关天的事，如此质量，令人气
愤！忠告所有使用此类轮胎的朋友，加强警惕以防不测避
免悲剧。我们以侥幸逃出升天者的身份强烈呼吁有关部
门加强监管和查处！”气愤的情绪透过贾康的微博可以强
烈地感觉到。
“作为死里逃生骨折身伤的幸存者，我希望一辆辆正

常行驶的车辆，不再因轮胎问题而变成一台台会突然启
动的杀人机器。”贾康对当时的车祸仍心有余悸。

这一遭遇促使他在今年的两会上提出了这份关于汽
车轮胎的提案。

“汽车社会”轮子的安全

贾康表示，随着我国进入“汽车社会”，高速路也越建
越多，总里程目前已在世界各国中名列前茅，汽车开上高
速路后的正常运行状态就是时速 100公里或以上的高速
行驶状态，而一旦发生爆胎，平均约 3秒钟后车辆会失
控，极易形成剧烈的连环碰撞，造成十分严重的生命财产
损失。据统计，时速一百公里以上情况下，事故死亡率近
乎 100%，在一个轮胎爆裂后，跟随的往往是若干条鲜活
生命的伤残或断送，一个乃至几个家庭的莫大悲剧。

由此，贾康建议，轮胎使用过程中质量监控、强制更
换（或强制胎压监测）的明确标准与施行机制亟待设立与
落实。

目前，我国还没有关于汽车轮胎使用年限和行驶里
程的明确规定，关于磨损程度的规定也很不清晰。这种状
况对应的却是事故的高发率。

“当下亟须政府管理部门在组织专家做出一系列相
关分析、特别是有一定样本规模的具体事故案例分析的
基础上，明确发布打足安全系数的轮胎质量标准和使用
标准，改变现时标准模糊而宽松的现状。”贾康说。

在提案中，贾康明确表示，轮胎质量标准应涉及物
理、化学、工艺等方面主要的、可操作的评判量值；使用标
准要在生产日期（装车年限）、已行驶公里数和磨损程度
等重要方面作出清晰量化，作为强制更换和形成责任制
度的权威依据。这些标准目前不清楚、不普及，在有资质
的 4S店也不明确、不统一。

与此同时，贾康强调，对低质量轮胎生产厂家施加
“劣汰”压力的制度建设和司法改进亟待抓紧实施。

有过车祸亲身经历的贾康觉得，对于百姓中每一个
驾车者而言，社会上有所流传的经验性的关于低质轮胎
评判的“知识”，只是辅助性的，真正能够有效保障轮胎安
全的制度建设，必须依靠政府和司法机关从产品质检、企
业竞争制度和司法制度的源头抓起，形成实质性的、严格
有效的对低质轮胎生产者的问责、劣汰机制和相关司法
审理中的公平正义伸张机制，改变目前受害者通过司法
程序讨个公道难上加难（几无成功先例）的现状。

贾康呼吁，没有质检、消费者权益、企业赔偿、司法等
制度共同形成可持续的“劣汰”机制，就无法阻止“正常行
驶的车辆因轮胎问题而变成突然启动的杀人机器”这种
悲剧的不断上演。有关部门应该予以高度重视，抓紧推进
相关的制度体系建设和司法改进，化解随我国社会发展
而凸显的轮胎安全问题这一突出矛盾。

现行“驾驶规则”亟待改变

从车祸中死里逃生的贾康对现行驾驶规则的其中一
条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

贾康说，所谓爆胎后驾驶者不可猛打方向盘和猛踩
刹车制动的规则，其实只能适用于爆胎发生而车辆还未
失控的那几秒钟，一旦轮骨与地面发生硬接触而车辆失
控，只有努力打方向盘调整方向和踩刹车降速才有利于
降低事主的受损害程度———其实这是一条非常浅显的常
识性的认识，却多年来在规则中被荒唐地否定，在不少案
例中还成为追究有刹车动作的司机“法律责任”的依据，
同时就屏蔽掉了对低劣质量轮胎生产者责任的追究。
“只有废止此项‘替罪羊’式的规则条款，才能把保障

轮胎安全的压力合理地真正传递到轮胎生产、供给环节，
体现法规保障公民安全的精神实质与本意。呼吁有关管
理部门高度重视、抓紧研究实施此项规则的改正，以利民
生福祉。”贾康表示。

全国政协委员贾康
亲历车祸后的提案
本报记者 王敏

可能加价车在中国市场上来说
已经不是一件新鲜事了。尽管汽车厂
家一再声称严禁经销商私自对紧俏
车型加价，发现加价现象一定严格处
理，可事实上热门车加价销售的现象
从未停止过。如目前愈演愈烈的国产
奥迪 Q5、上海大众途观等，提现车皆
需加价 3—5万左右。

面对这样的局面，有些人认为汽
车价格由市场供需关系决定，多出几
千几万元钱可提前享受，“加”在情理
之中；另一些人认为买加价车就是上
了奸商的当，应该坚决抵制。

从表面上看，加价提车似乎是个
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

情，究竟加还是不加仅仅取决于消费
者觉得值不值。中国汽车市场发展到
现在，最近十年也出现过一些车型有
阶段性的加价。在个别的市场，在个
别的时间段出现加价的行为是正常
的市场调控行为，至于值不值得买看
消费者自己来选择，愿意加这个钱快
点提车，那就值，如果愿意等的话那
就是不值。

无论是买方市场还是卖方市场，
只要消费者不买单，经销商也好，生
产商也好，都无法实现利润。而且在
当今这种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消费
者应该被绝对地放在“上帝”的位置。

因为从企业层面来说，虽然在当
今市场上可能占有一定优势地位，但
如果不好好珍惜，反而用这种优势地

位去榨取消费者的利益从而实现自
己的利益最大化，只是短期之术，不
是长期之道。而且任何企业通过千辛
万苦才取得的市场地位都不是一劳
永逸的。如果只寻求短期利润，其地
位很可能会被其他目光长远、诚信经
营的企业所替代。

从消费者层面来说，面对越来越
丰富以及可以提供个性化服务的市
场，对某种车型的美誉感以及忠诚度
都随时可能发生变化。当消费者特别
是高端消费者面对“牛气冲天”的经
销商时，是否会继续选择该种车型或
者该经销商，这可能是企业亟待思考
的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容许经销商

实行加价提车，是对正常排队等待提

车的消费者利益的侵害，是对整个汽
车消费市场正常秩序的严重破坏。

当然，面对加价提车的现象“一
个巴掌拍不响”。应从消费者、企业以
及相关主管部门多角度分析和解决。
但已经得到利益的企业如果再执着
地认为是消费者单方面“钱多人傻”
造成的，未免过于偏执了。

加价提车只是一个在特定时期
的某一阶段所产生的一个特别的产
物。消费者如何去选择和对待，作为
厂商和经销商，应该永远是以满足客
户需求、以客户满意为最高点，这才
是企业的立足点。追求利益的可持续
性才能利益最大化。毕竟相对于国外
上百年的汽车历史以及文化，中国汽
车产业现在还是一个朝阳产业。

“加”的岂止是钱？
本报记者 郝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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