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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三包

站在消费者立场

实施措施简便

著名汽车评论家贾新光表示：“在汽车消

费上，国外的立场首先是倾向于保护消费者，

而不是倾向于厂家， 而我们的三包政策之所

以很难出台就是因为考虑到厂家的利益或者

商家的利益。 ”其次，目前关于汽车故障的举

证非常麻烦。在中国要做到三包———包退、包

换、包修，其中包退是最难实现的。

汽车三包规则不应当依赖于检测之类的

技术性规定，在美国，新车维修超过四次可无

条件退款。贾新光指出，也只有出台这样的规

定，才能保障消费者利益，并促使汽车生产者

改进技术，注重售后服务。

日本

在日本，对汽车销售之后的维修和更换，

是企业根据市场竞争决定的。 同时政府也出

台《产品责任法》来保护消费者权益。

日本解决汽车投诉问题是很有日本特色

的， 就是由日本各大汽车生产商组成的日本

汽车工业协会设立了纠纷处理机构， 汽车产

品责任咨询中心。 而政府也并非撒手不管，

1 9 9 4 年日本颁布了产品责任法，其中规定由

于产品缺陷而引起的人身安全损失要追究责

任，并明确规定，用户无须举证缺陷的原因，

这是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美国

作为世界第一汽车大国， 美国在汽车消

费者权益保护上经验丰富，措施严密。各州都

有规定汽车消费者权益的法规。 在美国买了

车之后在不满意的时候是可以退换的。 当然

这个不满意必须是车子本身的零件或者相关

的设备出现了重大问题时， 经销商是一定要

退货，或者是立即换车。这也有一定的时间限

制，一般是一年至三年之间。还有一部分的保

障是可以给消费者免费修车或者换零件。 至

于整车是退还是修就要看这个车子状况如

何。

在美国有些车子出厂之后某一批次或在

某个产地所生产的车子在制造的过程出现了

重大的瑕疵， 这时车子是可以完全收回并且

修理或者换车的。 （综合）

今天白天阴转小雨，偏

南风转偏北风 2 级到 3 级，

温度 4℃到 9℃， 夜里到明

天小雨停止转多云。

昨天是春分节气。 此时

节人体血液循环处于旺盛

时期，激素水平也处于相对

高峰期， 易发非感染性疾

病。 膳食上总的原则是要忌

大热、大寒的饮食，保持寒

热均衡。 这段时期不宜饮用

过肥腻的汤品。

今天我市各气象指数

是：

人体舒适度： 早晚为

七，感觉冷；中午为六，感觉

较冷；

感冒指数：三级，不易

感冒，体质弱的朋友要特别

加强自我保护；

穿衣指数：七级，建议

着棉衣等冬季服装；

行车安全指数： 四级，

雨天路滑， 请注意行车安

全。

更多天气资讯，请拨打

1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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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孙熙和母亲都生病了，

而且病得都很重， 需要一

大笔医疗费， 这对这个不

富裕的家庭来说负担是沉

重的。 幸好，在社会广大爱

心人士的帮助下， 孙熙手

术所需费用的一大半解决

了。 希望社会能再帮助他

一把。

王汉章 新区市民

3月 20日 04版

《父亲与孙熙肾脏配型成功

即将为子捐肾》

读报

投稿方式

邮箱：dengyeran@126.com

QQ群：155495021

短信：15039233359

大河鹤壁网评报论坛：

http://bbs.hebiw.com/

焦点关注：中国邮政首次面向公众限量发行长达 5 米的“清

明上河图国宝大邮票”，这是中国邮票史乃至世界邮票史上最大

的邮票，堪称国宝！北京首发当日，凡是亲眼看到的人，都震惊无

比，一位集邮 3 0 多年的老邮迷感慨地说：“天哪，这邮票足足有

两层楼那么高，比我家的楼层还要高啊！ ”

中国邮政权威授权，首次采用超长超宽特种丝绢，收藏奇迹

就在今天。

“清明上河图国宝大邮票”5 米长卷， 是中国百年邮票

史上的创举，更是世界邮坛的明珠。中国邮政首次采用高科

技微喷技术，严格按照比例在特制超长超宽特种丝绢上，创

造性地以 5 米的邮票形式完美呈现《清明上河图》的绝世风

采。 这在我国邮票印制史上是头一次，仅 3000 套的发行量，

未来价值难以估量， 收藏机会百年难遇， 收藏奇迹就在今

天！

今日的国宝大邮票，将来的“8 0 猴票”，抢到就是赚到！

中国邮政 1980年发行的第一版生肖猴票，2011 年香港邮票

专场拍卖会上以 149 万元成交，三年上涨 120 万倍，而“清明上

河图国宝大邮票”全部展开相当于 30 多个整版猴票，现在收藏，

未来翻涨数十倍甚至百倍都是很有可能的。

如此权威又稀有的大邮票，超低的发行价，千载难逢的收藏

机遇，抢到就是赚到！

中国邮政授权，北京市邮票公司监制 ! 以小钱换大钱，不让

昨日的遗憾再次上演 ! �

� � 第一时间抢购 5 套该藏品的张女士非常激动地说：“要不是

中国邮政授权， 北京市邮票公司监制， 哪怕是金山银山也换不

来！ 我抢购了 5套，全套才 2000多元钱，不管是留给子女还是送

给亲朋好友，将来都是以小钱换大钱。 ”

重要提示：国宝大邮票全国限量发行 3000 套，统一发行价

2980元∕套。发行方提醒广大爱好者，我市配额仅限 50套，随时

可能断货，抓住机遇，先定先得。

鹤壁市唯一指定授权发行处： 新区兴鹤大街 221 号市新华

书店一楼收藏中心（徐福祥饭店南侧）

订购专线：0392-3376676� 15516666178

▲“清明上河图国宝大邮票”部分展示

———————————★今起我市限量发行★———————————

中国邮政权威批准发行 北京市邮票公司监制

中国邮政5米“清明上河图国宝大邮票”发行公告

新华社北京 3 月 20 日电 中国人民银行 20

日发布的《2012年第１季度储户问卷调查报告》

指出， 一季度我国居民对物价满意指数较前期有

所提高，购房意愿降至 1999年以来最低。

这份由中国人民银行在全国 50 个城市进行

的 2 万户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 未来 3

个月内有购房意愿的居民占 14.1％， 与上季基

本持平，是 1999 年调查以来的同期最低值。 在

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中，高收入居民（家庭月收

入 5 万元以上） 投资房地产意愿最低， 仅为

13.7％。 特大城市（北京市、上海市）居民的房地

产投资意愿甚至低于 2009 年初的最低水平，仅

为 9.4％。

报告指出， 居民对一季度物价满意指数为

19.7％， 较上季度和去年同期分别提高 3.2 和 2.4

个百分点。62.9％的居民认为物价“高，难以接受”，

较上季和去年同期分别回落 5.9和 4个百分点。

报告指出， 居民对未来物价上涨预期指数继

续回落，未来物价预期指数 62.1％，低于上季和去

年同期 3.3 和 10.7 个百分点；其中，预测下季物价

上涨的居民比例为 31.4％，较上季度下降 5.4 个百

分点。

报告指出， 在当前物价、 利率以及收入水平

下，82.5％的城镇居民倾向于储蓄（其中， 4 6 . 9 ％偏

好“储蓄存款”， 3 5 . 6 ％偏好“投资债券、股票、基金

等”），17.5％倾向于“更多消费”。 在各主要投资方

式中， 超过四分之一的居民偏好“基金、 理财产

品”，这个比例较去年四季度提高了 3.2 个百分点，

是居民的投资首选；居民另一主要投资方式为“实

业投资”（1 6 . 4 ％的居民倾向该种投资， 是 2 0 0 9 年

以来的最高值）；“房地产投资” 意愿继续回落，较

去年末和同期分别降低了 1.4 和 10 个百分点，在

主要投资方式中列第三位。

央行：逾六成居民认为物价过高

一季度居民购房意愿降至 1999 年以来最低

3 月 19 日晚， 北京汽车首款自主品牌轿车 E 系列在北

京正式上市。 与以往自主品牌汽车以低价为卖点截然不同，

北京汽车这款脱胎于奔驰 B 级精品小车的高起点自主品牌

产品，在国内汽车厂家中率先实行汽车三包服务政策，全国

首款“三包轿车”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

长期以来，国内汽车三包法规一直缺位，导致消费者退、

换问题车难于上青天。这种情况使很多消费者宁愿选择可靠

性和口碑更高的合资品牌，而不敢去选择自主品牌。

而根据北京汽车公布的汽车三包政策，汽车三包有效期

为 2 年或 50000 公里（以先到者为准），范围包括整车严重安

全性能故障和动力总成主要零部件质量问题。 发动机、变速

箱等主要零部件出现问题的整车， 只要是开具购车发票 60

日或行驶里程 3000 公里以内（以先到者为准），消费者就可

以要求厂家免费更换。

分析北京汽车 E 系列的三包政策，与《家用汽车产品修

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第二次征求意见稿）》的主要条款的

规定“接轨”。 这无疑是厂家自觉、自主、自愿地走到了三包政

策的前面， 对打造自主品牌全新的形象具有十分积极的作

用。

从汽车发达国家的经验看，自主品牌其实会是三包政策

的受益者而不是受害者。 美国《汽车保用法》（又称“柠檬法”）

出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决策者意识到美国消费者与

本土整车制造商之间产生纠纷无力维权转而购买国外品牌

的产品，进而影响到美国本土汽车产业的发展。 于是美国在

上个世纪 80 年代便制定“柠檬法”来帮助消费者维权，从而

将本土汽车产业发展引向良性发展的正轨，倒逼美国汽车产

业提升发展。记者认为，这也正是目前消费者投诉激增、产业

正处在转型升级关口的中国汽车业需要效仿的。

此前，全国首例更换“问题汽车”的国内汽车三包第一案

在江苏宜兴判决，消费者一审胜诉。 然而不管是从消费者的

维权成本，还是综合考量社会成本，将大量消费者与厂家的

消费纠纷都推到法院去解决显然是不现实的。如果汽车三包

规定能够及时出台并发挥作用，很多纠纷会在行政部门或者

消协调解的范畴内得以解决，并不需要都到法院去解决。 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本身就是由法律、规章等多个

层次构成的，每个层次都有其必要性和优越性。 从这个角度

看，汽车三包规定绝不能再缺位了，要及时让政府职能跟上

消费者需求的转变，跟上产业转型升级的转变。

如果说北京汽车将 E 系列定位于国内汽车三包第一车，

证明了“汽车三包，这个可以有”；那么消费者无疑更期待质

检总局能够及时出台汽车三包规定，将行业规则变为“汽车

三包，这个必须有”。 既然是民心所盼、众望所归，出台又有何

难？ (据新华社北京 3月 20日电)

■链接

在我国汽车产销双双超过 1 8 0 0

万辆的同时，近年消费者对汽车产品

和服务的投诉急剧上升。 2 0 1 0 年全

国消协组织受理的投诉情况显示：汽

车行业投诉量同比上升 5 1 . 1 % ，创历

史新高，是所有投诉商品和服务行业

中同比上升幅度最大的。

最让人吃惊的是， 6 个月以内

新车用户的投诉比例竟然占到投诉

总量的 6 0 % 以上；其次，汽车投诉案

件主要集中于价格 5 万 ~ 2 0 万元的

汽车产品。

当然，汽车三包一日不出，经销

商、 生产厂家以及消费者之间难以

解释清楚的权利与义务就一日难

断，作为“苦主”的消费者只能频吃

闭门羹，索赔无门、维权困难。

汽车三包，这个可以有必须有

既然是民心所盼、众望所归，出台又有何难?

孙海潇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