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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汽车行业频频暴
出消费者购车付全款后却无
法提车的消息。那么，是什
么原因导致消费者无法提
车？购车过程中，怎样做才
能尽可能地避免此类事件发
生？遇到这种问题消费者又
该如何维权？羊城晚报记者
为此进行了调查采访。

现状：
全款买车却无合格证

家住广东清远的张小姐日前
向羊城晚报投诉称，出于代步需
求，在正通集团旗下的清远南方合
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购买一
辆宝来汽车，并于今年6月上旬支
付了全款100388元。然而到了
提车日却无法提车，且提车时间被
一拖再拖。

近期，类似张小姐的情况陆
续出现，多个汽车品牌相继发生
交钱无法提车的情况，其中不乏
知名跨国品牌。

来自海南的温先生今年 6
月份在海南中汽南方汽车销售
公司全款购买了一辆加长版的
路虎汽车。按照约定，应该一个
月后拿到车辆，但到了约定时间
却没能拿到车，已经支付的全款
也无法退回。

除路虎之外，其他一些跨国品
牌也存在类似状况。江西南昌的
胡先生5月份在宝马4S店南昌宝
泽汽车销售公司全款购买了一辆
宝马3系轿车并办理了保险。但
之后，胡先生迟迟不能拿到车，甚
至连新车的保险都生效了，也没有
见到车的影子。

调查：
合格证为什么难交付

据记者调查发现，上述情况
主要是因为消费者支付购车款
后，款项被经销商挪作他用，而
没有赎回本该属于消费者的新
车合格证，最终导致无法交付车
辆，消费者即使拿到车辆也因为
没有新车合格证而无法上牌。

汽车行业人士在接受羊城晚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新车合格证
如果没能随新车一起交给消费
者，一般是拿到银行作抵押了。

一李姓车商告诉羊城晚报
记者：“经销商给厂家打款提车，
一种是现金，一种是贷款。一般
说来，用现金提车的可能性不大，
因为这意味着每个月要给厂家打
款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元。因此贷
款是经销商常用的融资手段。贷
款时，经销商会把新车合格证抵
押在金融机构，待偿还贷款后即
可取回新车合格证。”

记者为此还采访了两位厂
家相关工作人员，对方表示，这
种方式也就是业内人士常提到
的“三方协议承兑”，即厂家、经
销商、银行签订三方合作协议，
由厂家做担保，经销商通过银行
贷款支付购车款。银行只有在
收到经销商的还款后，才把厂家
提供的合格证原件返还给经销
商。因此，当经销商的车子销售
情况不佳，资金链出现断裂，或
者将卖车所得款项用于其他项
目投资时，可能不能立刻偿还银
行贷款。出于抵御风险的考虑，
银行一般不会交出之前抵押的
合格证。而当这些合格证所属
的车子被卖掉时，消费者暂时就
拿不到合格证了。

2020 年 9月 10 日下午，中国汽车工
业协会信息发布会向媒体通报了2020年
8月汽车工业经济运行情况。

8 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11.9 万辆
和 218.6 万辆，产量环比下降 3.7%，销量
环比增长 3.5%，同比分别增长 6.3%和
11.6%。产销已连续5个月呈现增长，其
中销量已连续四个月增速保持在10%以
上。1-8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443.2万
辆和 1455.1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9.6%和
9.7%，降幅较1-7月分别继续收窄2.2个

百分点和3个百分点。
8 月，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169.4 万

辆和 175.5 万辆，产量同比下降 0.1%，销
量同比增长 6.0%。1-8 月,乘用车产销
分别完成 1117.6 万辆和 1128.8 万辆，同
比分别下降 15.5%和 15.4%，降幅较 1-7
月继续收窄2.3个百分点和3个百分点。

8月，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42.5万辆和
43.1万辆，环比分别下降10%和3.5%；同
比分别增长42.8%和41.6%。1-8月，商用
车产销分别完成325.6万辆和326.3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19.3%和17.3%，增幅较1-7
月继续扩大2.9个百分点和3个百分点。

8 月 ，新 能 源 汽 车 产 销 分 别 完 成
10.6 万辆和 10.9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7.7%和 25.8%。受新能源下乡活动及
地方政府对新能源汽车消费的支持，新
能源汽车市场规模稳中有升，本月新能
源汽车产销刷新了 8 月历史纪录。1-8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60.2 万辆
和 59.6 万 辆 ，同 比 分 别 下 降 26.2% 和
26.4%，降幅较 1-7 月分别收窄 5.5 个百
分点和 6.4 个百分点。

8月，中国品牌乘用车销量完成65.5
万辆，环比增长 12%，同比增长 6.3%，占
乘用车销售总量的37.3%，占有率比上月
提升 2.2 个百分点，延续了上月增长趋
势，比上年同期提升 0.1 个百分点，实现
了近5个月来的首次增长，一方面得益于
市场需求的不断恢复，另一方面也得益
于中国品牌高端化步伐的推进。1-8月，
中国品牌乘用车共销售408.9万辆，同比
下 降 21.3% ，占 乘 用 车 销 售 总 量 的
36.2%，占有率比上年同期下降 2.8 个百
分点。

总体来看，2020 年 8 月我国汽车行
业大致呈现以下七个方面的运行特点：

1、汽车当月产销同比连续5个月增长
2、乘用车当月产量同比微降，销量

继续保持增长
3、商用车当月产销同比继续大幅增长
4、新能源汽车当月产销同比保持增长
5、中国品牌乘用车当月市场份额同

比增长
6、汽车出口同比下降
7、重点企业集团市场集中度高于同期

在8万-10万元区间的小型车
里，飞度是绝对的C位。作为A0
级轿车市场的“领头羊”，一直以产
品和营销双向年轻化的姿态引领
市场。第四代飞度8月26日上市，
SPORT潮跑Pro系列市场指导价
为 8.18 万-10.48 万元，CROSS-
TAR潮越Max系列市场指导价为
9.98万元-10.88万元。

小型车取胜也有奥秘

然而，这样的价格区间，如果
放在某些自主品牌，可以买一辆七
座SUV，又或者是满身炫目配置的
A级轿车，偏偏两厢的飞度却能一
直以这个价位，在市场上抗衡别人
家的SUV和轿车。显然，广本是
有其秘密所在的。

记者近日对其进行了城市试
驾，通过快速路和城市路，深入感
受其品质和性能。试过之后不由
得有些感叹，一是车辆的操控性
上，非常稳定，易开易停，无论加速
超车，还是正常行驶，其流畅程度带
给人十分轻松的感觉。二是不以长
度取胜的飞度，在内部空间上，后排
却有三个以上拳头的膝部距离，但
这不过是台小型车，却能做到了近
乎中高级车的水平。三是隔音降
噪，无论是马路还是快速路，车内安
静程度竟然达到了B级车的水平，
这又是令人感到啧啧称奇的地方。

加速平顺底盘优良

作为换代，飞度是越来越有凹
凸之美而不是平面化。同时不再

满足于单一车色，第四代飞度带来
双色车身与双系列。SPORT潮跑
Pro系列还提供RS套件，CROSS-
TAR潮越Max系列的前脸则是新
潮灵动。关键是这样的设计，无论是
其他合资品牌还是自主品牌，都是找
不到似曾相识的，是自我的颠覆。其
外形，独创性注定了很难被忽视。

在动态试驾环节可以感觉到，
飞度搭载全面进化的 1.5L 直喷
DOHC i-VTEC发动机，搭配上
M-CVT变速箱。最让笔者惊喜
的是飞度平顺舒畅的加速性。当
我们在高速路段进行超车时，它的
加速响应非常及时，爆发力强劲且
动力输出更平顺。这得益于它配
备了油门全开加速时的升档控制
和 Honda 独 有 的 G- Design
Shift控制技术，可实现线性的加速

感受，踩到地板油时，闯进来的声
浪既然也很“顺耳”而不是那种力
气不够的增大扭矩的“喘息声”。
另外，刹车操作降档控制技术也起
了很大作用，它能帮助驾驶者调节
至符合行驶需求的发动机转速，反
应十分灵敏。

底盘质感调校方面，车辆即使
行驶至凹凸路面，也能轻松抑制细
微震动，有一种干脆不动摇的感
觉。得益于对噪声的有效控制，它
带来了静音性能，让全程试驾出奇
的安静。刚开始我们还以为仅仅
是因为新的沥青路面带来的，可是
转到一些旧路上，依然如此安静。
为了合乎潮流，7英寸全彩色TFT
液晶仪表，一键启动、自动远近光
等功能，安全超感系统，在安全性
上遥遥领先于同级车型。

守住标准让人信赖

或许这就是本田厉害的地方，
外观讨人喜欢，内在挑不出缺点，
要用的都有，安全系统是密密麻麻
的。至于可有可无的直接省略，不
增加你的学习负担，不增加多余的
配置，却能让每个空间，每个功能
充分发挥。

很显然，飞度已经从一辆车
上升到哲学智慧。正因为它的
品牌形象、市场定位、消费者需
求和成本价格之间实现了非常
好的平衡，以至于哪怕是一台小
型车，飞度都可以收获中国庞大
的用户群，且经久不衰。

“这辆车子不仅没有让我
们享受到驾驶的乐趣，还整天
为它提心吊胆，不知道下一次
坏车什么时候到来，又会坏哪
里！”丁小姐说，这次低温油泵
故障导致在行车过程中无法正
常提速，如果在变线超车时，这
样的故障会带来极大的安全隐
患。“当时变线后速度提不上
去，后车差点直接就追尾撞上
来了。”

“故障频发，维修成本高
企，配件缺货……如果过了三
包期限，这辆车子还在不断地
出现质量问题，我们怎么修得
起，修得完？就算是当作二手
车卖掉，也会因为多次维修记
录使得售价大打折扣。”丁小姐
对这辆豪华运动车型感到失
望，她认为，主要部件多次出现
故障已经使得自己的用车体验
十分糟糕。

可是，在这十多天的等待
配件过程中，经销商既没有提
供代步车，也没有给予代步补
贴等服务，而是表示由于车辆
紧缺不能提供代步车，只能给

丁小姐的车辆换上一个旧的配
件让她先开着的方案。

“我肯定不能同意，这样一
来，我的车子又要被多拆一次，
而且不是新的零件，谁知道开
起来会不会又出现其他故障。”
丁小姐表示，她认为车辆多次
维修，维修总时长超过 35 天，
这样的车辆存在巨大的安全隐
患，因此提出换车要求。在采
访中，记者了解到，经销商相关
负责人与阿尔法·罗密欧厂家
沟通后，拒绝了丁小姐的要
求。只给出给予一次免费售后
服务（或同等价值的服务）一次
作为补偿。“买车时，为了用车
安心，我在店里支付两万多元
购买了终身售后服务，如果他
们送我一次售后，是完全没有
意义的，而且也不能有效解决
我的忧虑。”

对于丁小姐提出的延保诉
求，骏佳一位车姓售前主管表
示，作为经销商没有办法答应
丁小姐的要求，消费者的诉求
都已经跟厂家反馈但被厂家拒
绝。

9 月 8 日，广汽集团发布了最新
的产销快报。纵观数据，8月广汽集
团生产汽车 16.63 万辆，同比增长
7.82%；销售汽车 18.06 万辆，同比增
长11.64%；终端销售汽车18.33万辆，
同比增长10.42%，环比增长4.4%，产
销与终端销量均实现同比正增长。
整体来看，1-8月广汽集团生产汽车
116.59 万辆，销售汽车 118.91 万辆，
终端销售汽车累计达119.02万辆，降
幅进一步收窄。

8 月，广汽集团合资品牌持续强
劲，展现出强大的续航力。据快报，
广汽本田 8月产量 66984 辆，同比增
长 24.18%；销量 72587 辆，同比增长
26.18%，产销同比增长均超20%。从
累计数据来看，广汽本田1-8月产销
分别为 46.7 万辆和 46.28 万辆，产销
率约100%。

广汽丰田 8 月产量 66157 辆，同
比增长 24.18%；今年累计产量 45.14
万辆，同比增长 9.39%。8 月终端销
量 70247 辆，同比增长 19.10%，1-8

月终端销量达 46.26 万辆，同比增长
10.31%。

在合资市场留存价值的基础上，
8 月 26 日广汽本田发布了第四代飞
度，揭开品牌的全新篇章。作为国内
A0 级轿车市场的王者，飞度凭借超
越同级的硬核实力，2019年实现销量
超 11 万辆，排名细分市场 No.1。业
内人士表示，全新一代飞度有望在换
购需求周期带动下持续扩张，引领下
半年Z世代市场。

本月广汽集团自主品牌亦交出
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自主拐点预期
愈加清晰。 8 月 广 汽 传 祺 销 量 为
32518 辆，环比增长 15%，同比增长
8.6%，同环比增幅双升。其中，三

“8”旗舰车型月销 5105 辆，同比增
长 95%；MPV 家族销量 7121 辆，同
比增长 61.3%。特别地，GM8 车型
月销同比增长 261.7%，表现亮眼；
GS4 家族月销 11171 辆，连续 4 月销
量过万。

广汽集团新能源乘用车8月销量

7748辆，同比增长58.71%；今年累计
销售汽车 41975 辆，同比增长 55%。
受益于 Aion 核心系列的突出表现，
本月广汽新能源乘用车产量 6,446
辆，同比增长 49%；销量 6245 辆，同
比增长64%。今年以来，广汽新能源
乘用车累计产销分别为 31991（同
比+74%）和31685辆（同比+75%），双
双突破3万辆。

今年以来，广汽自主新能源车在
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同比大幅下挫
的逆境中展现出强大的逆势向上动
能。在品牌矩阵方面，广汽新能源旗
下已经拥有紧凑型纯电动 SUV、中
型纯电 SUV 以及 A 级轿车，品牌
矩阵完善，中高端市场竞争力提升。
在新能源技术储备上，公司电芯自主
设计开发、集成驱动 IDU等已取得阶
段性进展，首款氢燃料电池乘用车
Aion LX Fuel Cell 将于今年内示
范运行。

阿尔法·罗密欧车主：
“修不完”的豪车

意大利豪华汽
车品牌阿尔法·罗密
欧与法拉利、玛莎拉
蒂有着“同门”关系，
自从2017年进入国
内市场后，并没有取
得像两位“师兄弟”
一样的豪华形象，倒
是因为上市不久便
大幅度打折吸引了
市场关注。此外，这
样一款主打运动与
豪华标签的纯进口
汽车，还一直因配件
昂贵，维修成本高企
而被不少用户诟病。

消费者丁小姐日前向羊城
晚报投诉，自己购买的阿尔法·
罗密欧SUV车型，在一年出头
的时间里坏了四回，最近，车辆
的主要部件出现故障，正停在
维 修 厂 里 等 待 配 件 远 渡 重
洋。丁小姐表示，选车之初，
觉得这款车型较有运动感，而
且还是豪华进口汽车，自己还
是比较喜欢，但没有想到车辆
主要部件不停出现故障。如
今，她对车辆的安全性和品质
产生疑问，而厂家也对其诉求
敷衍对待。

丁小姐于 2019 年 6 月 19
日在广东骏佳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骏佳）购买阿尔
法·罗 密 欧 1995CC 越 野 车
（Stelvio），6月 22日提车当天
便发现前杠变形导致部件缝

隙较大，并且显示发动机故
障。丁小姐说，我们之前也通
过论坛了解到，该款车型存在
发动机故障需升级系统，因此
就留下车“修整”。6 月 26 日
正式开回。

2019 年 10 月 11 日，方向
盘操作出现问题，逐送检售后
维修，得知为方向机故障，需更
换方向机！10 月 30 日才到货
安装；虽属三包范围内，但维修
与零件费用为31070元！价格
高昂让人咋舌。丁小姐不知
道，这只是“修不完的开始”。

2020 年 3月 16日，发现行
车仪表盘故障黑屏，3月 31 日
更换！

2020 年 9 月 1 日，行驶途
中无法提速，送检后，发现低温
油泵及油泵管理器故障，仍需
更换！但该配件在国内没有备
货，需从意大利工厂订货！零
件配送加维修期在一个月以
上，期间车辆无法开动。至今，
这辆爱车仍静静地躺在停车场
等待配件。

丁小姐新车到手后，主要
部件接二连三出现故障，车辆
不是去送修路上就是在待修状
态，对于有着豪华、进口、运动
等标签的阿尔法·罗密欧来说，
无论是产品质量还是售后服务
态度都让消费者丁小姐感到
“寒心”。另一位阿尔法·罗密
欧车主朱先生说，自己购买的
阿尔法·罗密欧轿车亦是小问

题不断，空调不制冷、发动机前
盖无法开启、喇叭不响等层出
不穷，自己已经被“折磨”得没
脾气了。

在质量品控方面，阿尔法·
罗密欧的评价在车主圈里是
“有目共睹”的。作为一款有雄
心开拓巨大的国内汽车市场的
进口车品牌来说，如果产品问
题不断，而售后服务又不能及

时响应车主诉求，这样的产品
与品牌，被消费者抛弃是早晚
的事情。因为，品牌的光环并
不能代替口碑，消费者的好感，
都是靠产品、渠道、服务、售后
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希望在
本次事件上，阿尔法·罗密欧能
正视消费者诉求，给予积极正
面的回应，本报也将持续关注
事件进展。

一年多车子主要部件坏了四回 消费者担忧：一坏再坏 以后怎么办？

品牌光环不等于消费者口碑记者手记

文/羊城晚报记者 刘佳宁

第四代飞度：可靠的国民车，不变的本田味
图/文 戚耀琪

注意防范
新车合格证藏“陷阱”

文/羊城晚报记者 张爱丽

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高
级合伙人、律师祝志群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消费者与4S
店形成了汽车买卖合同关系，
其权利应受法律保护。
“消费者购买车辆后，已

履行了支付购车款的义务，4S
店应履行其完整交付标的物
的义务，包括车辆及车辆附随
的一切。”

祝志群说，因车辆合格证
是车辆不可分割的证件，是机
动车整车出厂合格的证明及
车辆落户时必备的证据，因此
4S店应根据约定时间将合格
证随车辆一并转交，4S店未交
付的，消费者有权要求其交
付，或者要求解除购车合同并
退款赔偿违约金。

祝志群表示，经销商拖
欠 消 费 者 车 辆 合 格 证 ，虽
然 从 法 律 上 来 讲 ，其 相 关
汽 车 制 造 厂 家 无 责 ，但 从
商 业 角 度 来 讲 ，厂 家 应 规
范管理 4S店，要求相关经
销 商 规 范 经 营 ，提 示 消 费
者相应的风险。
“遇到车商拖欠合格证

时，从品牌影响的角度讲，汽
车制造厂家必须要维护终端
消费者的利益。”

祝志群建议，一旦遇到类
似纠纷，消费者可以先行与
4S店协商解决；协商不成
的，要尽快向法院起诉，要求
销售商履行义务，并要求实
际占有车辆合格证的案外人
返还合格证。

从商业角度讲，厂家有义务
维护消费者权益

记者随机调查了30位新
车主，只有17位车主知道有
车辆合格证，13位车主不知道
购车时还有车辆合格证一
说。他们的答案都很统一：所
有手续都是4S店办的，他们
只负责开车就行。

为 了 避 免 类 似 此 次 情

况 的 出 现 ， 业 内 人 士 提
醒，消费者购车时，一定
要在交付定 (订)金、签订
购车意向书时就以书面形
式约定提车时交付车辆合
格证，否则拒绝提车并由
4S店方承担和定 (订)金有
关的违约责任。

提醒 购车时需约定合格证交付时间

广汽集团8月产销同环比继续增长

自主品牌发力表现亮眼 八月国内车市销量同比增11.6%
1-8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443.2万辆和1455.1万辆，同比分别下降9.6%和9.7%

文/羊城晚报记者 戚耀琪图/文 羊城晚报记者 戚耀琪

业界

丁小姐的爱车
（红色）停放在停车
场等待飘洋过海的
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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