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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车交易强劲背后猫腻不少
解除限迁势在必行
随着社会生活的发
展和经济水平的提高，汽
车消费越来越普及。以尽
可能少的费用尽早享受
出行的便利，使购买二手
车成为不少人的第一选
择。 但在市场火爆的同
时， 消费者买到事故车、
与电商平台或二手车商
产生纠纷的事件时有发
生。那么，二手车交易市
场现状如何？背后哪些环
节需要规范？请看记者调
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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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增加购买活跃
交易逐渐互联网化

在宁夏银川市一家保险公司
上班的小鄢最近购置了一辆
2016 年登记上牌的二手名爵，一
切花销下来总共约 5 万元。 小鄢
坦言：刚工作没几年，不想背负太
大的经济压力， 二手车交易手续
方便，价钱也能接受，是件“很划
算的买卖”。
记者从北京花乡二手车市场
某中高档车商处了解到， 近年来
二手车交易的主流车型已不再只
是主打性价比的低档车， 由于高
档新车的购置需缴纳更高比例的
消费税， 现在中高端二手车的交
易活跃度也越来越高。“消费者更
看重实用性和性价比， 二手车完
全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二手车
商韩先生说， 他平均每月可以卖
出 10 多辆价位在 30 万元以上的
中高档汽车。
近年来， 二手车以其相对低
廉的价格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购
买。 公开数据显示：2016 年全国
二手车交易量首次突破千万大
关，达到 1039.07 万辆，同比增长
约 10.33%。中国汽车流通协会预
测 ：2017 年 二 手 车 市 场 将 保 持
20% 的 增 速 ， 全 年 交 易 量 将 达
1250 万辆以上，交易额有望突破
7000 亿元。 以一辆车 5%的利润
率保守计算， 全国二手车总利润
额度将达 350 亿元。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
研究中心副教授纪雪洪表示，目
前我国新车保有量突破 2 亿辆，
这些在用车辆未来大部分都会转
化成二手车， 为市场供应打下了
基础。从需求上看，消费者对二手
车消费的认同心理不断增强，加
上政策环境的改善， 未来二手车
市场销售增长率将会持续高于新
车市场的销售增长率。此外，二手
车行业也在被互联网化， 这增强
了交易的效率， 提高了市场的透
明度，同时，互联网金融创新产品
也拉低了二手车的购置门槛，让
二手车买卖更加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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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劲背后猫腻不少 完善保障有待时日

在银川市城北的一家大型二手车
交易市场里，一名车商告诉记者，二手
车在欠发达的西部地区也拥有强劲的
市场发展势头， 但在快速发展的同时，
诚信交易的欠缺给二手车交易蒙上了
阴影。“年初我去陕北收车，对方将一辆
已抵押的车辆卖给我，并谎称机动车登
记证在一周后交付。 我交付了定金，但
对方迟迟不交付证件。后来我发现是抵
押车， 无奈又将车从银川开回陕北，对
方分期退还了钱款，只象征性地进行了
补偿，而且没受到任何惩罚。”
毫无疑问，二手车市场在高速增长的
同时，也正经历着变革。众多不同经营模
式的公司百花齐放， 互联网技术给行业
注入了新的活力， 助推行业整体在车
况、车价上更加透明，售后服务更有保
障。但是，一些行业痼疾难以一下拔除，
尤其是发生个别企业向消费者隐瞒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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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坑害消费者的情况，给行业健康发展
蒙上阴影。
“
也常有二手车售卖平台工作
人员到我的店里来看车，然后将车放在平
台上谎称是个人出售的车，他们在向我
们询问了出售的价格之后，再抬高定价出
售给个人，以赚取差价。”这位车商坦言。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秘书长罗磊强
调， 建立诚信机制是确保鉴定检测规范
能够落实的利器。“形成诚信经营的体
系，才能保证令人放心的消费环境，让消
费者敢买二手车， 届时二手车市场会迎
来真正的繁荣。”罗磊说。
北京某二手车车商告诉记者， 目前
北京花乡二手车市场等主流交易市场
都推出了相应的二手车交易保障机制，
包括相关检测机构提供质检服务、 三天
无理由退款等。完善的保障机制加商户
诚信经营理念的“双保险”，才是解决二
手车交易隐患的根本方法。

流通不畅限制发展 解除限迁势在必行

据媒体报道，美国市场每年新车和
二手车交易量比例为 1∶3，而我国的情
况恰恰相反，比例为 3∶1。与很多欧洲国
家，甚至与近邻日本相比，我国二手车交
易量与新车交易量的比例仍然偏低。
罗磊指出，汽车是国民经济的支柱
产业，二手车流通是汽车产业链中不可
或缺的重要部分，二手车流通不畅将直接
影响汽车产业的健康发展。 罗磊所说的
“流通不畅”，主要是由一些地方政府实
施的二手车限制迁入(简称限迁)政策造
成的。
“
限迁” 即对不符合一定排放标准
或初次登记日期规定的二手车限制迁
入，如果低于指定的排放标准或早于登
记日期，二手车在该地区就无法落户。
实际上，去年 3 月，国务院办公厅
就印发了《关于促进二手车便利交易的
若干意见》， 其中第一条便提出要求各
地取消限迁。去年底，商务部会同环保
部印发了《关于加强二手车环保达标监
管工作的通知》， 商务部市场体系建设
司负责人专门就文件内容进行了说明：
除黄标车外，其他排放标准车辆都不能
限制迁入。今年 3 月，商务部、公安部、
环保部三部办公厅联合下发给各地的
《关于请提供取消二手车限制迁入政策
落实情况的函》， 明确要求各地区在 4
月 14 日前将取消二手车限迁政策落实

情况和 《取消二手车限迁政策情况表》
分别报商务部、公安部、环保部。
在国家部委的一再敦促下，今年河
南省、山东省、海南省、江西省等相继发
文解除二手车限迁，推进二手车便利交
易政策的落实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中国
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 今年一季度，
全国二手车累计交易 279.12 万辆，同比
增长 22.17%； 交易额为 1824.95 亿元，
同比增长 39.79%。
值得关注的是， 解除限迁政策的落
实并非畅通无阻， 仍有不少省份对二手
车迁入设置门槛，没有解除限迁。对此，
业内人士呼吁相关部门继续加大力度进
行督查，对
“
装聋作哑”的地方予以处罚。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北京律师协会竞争与反垄断委员会主
任魏士廪介绍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
垄断法》中规定，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
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
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采取专门针对外地
商品的行政许可， 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
地市场； 不得对外地商品规定与本地同
类商品不同的技术要求、检验标准，或者
对外地商品采取重复检验、 重复认证等
歧视性技术措施，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
地市场。“地方政府的这种做法涉嫌‘行
政垄断’。”魏士廪表示。 据《人民日报》

“汉语盘点 2017”活动年度候选
字词 9 日正式出炉，“享”“云”“智”
“新时代”“新四大发明”“初心”“人
类命运共同体”“引力波” 等热门字
词入围。 活动即日起开启网络投票
环节， 最终结果将于 12 月 21 日发
布。
该活动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
研究中心、 商务印书馆等联合主办，
十余家主流媒体、高校、研究机构参
与支持协办。
据 主 办 方 介 绍 ， 活 动 自 11 月
20 日启动，截至 12 月 4 日，活动共
收到推荐字词数千条, 网友点击量
达 2 亿次。 在网友推 荐基 础 上 ，经
过专家评议， 最终确定了年度候选
字词。
专家认为， 候选字词真实反映
了过去一年国内外的时事动态和人
们的生活风貌， 通过语言变化的脉
动，记录下时代、社会、文化的递 变
轨迹。
“汉语盘点”活动至今已举办 12
年，旨在“用一个字、一个词描述当年
的中国和世界”， 鼓励全民用语言记
录生活，描述中国视野下的社会变迁
和世界万象。
据新华社

林东城郊派出所

及时破获一起
盗掘古墓葬案
◇通讯员 刁志斌

本报讯 近期，几名倒斗业内“高
手”、“行家” 不远数百里从辽宁、吉
林、河北三省聚集到巴林左旗盗掘古
墓葬，未曾想被属地警方当场抓获。
近日 13 时 30 分许，巴林左旗公
安局林东城郊派出所民警接到匿名
群众举报电话称：在林东镇蟠龙岗王
家沟村山里有人盗挖古墓。值班民警
接报后立即赶往现场，在到达王家沟
村东山脚处发现一辆车牌号为蒙
DJ9932 的松花江面包车，车内无人，
民警继续向山内搜寻并发现 5 名嫌
疑人员向山上逃窜，民警果断追击，将
其中 4 人抓获，另有一人脱逃。民警现
场缴获镐、锨、绳、斗等作案工具。
经审讯，林东镇杨某，河北秦皇
岛市刘某，河北保定市葛某，辽宁建
平县赵某、赤峰敖汉旗任某等 5 人到
蟠龙岗王家沟村后山上经过事先踩
点，确定了古墓葬的位置，合伙进行
了盗掘，除任某在逃外，其余 4 人对
伙同他人盗掘古墓葬的犯罪事实供
认不讳，现 4 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巴林
左旗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另名犯罪嫌
疑人任某正在全力追捕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