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今年以来石狮车辆购

置税情况如何？记者1日从市国税

局了解到，今年1至6月份，全市共

有770辆车缴纳车辆购置税，入库

车购置税税款收入1338余万元，与

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09%。

石狮作为我省民营经济活跃区

域之一，企业老板众多，具有良好

的高车消费条件，历来是豪华车消

费一大主流，该地区有着强劲豪车

消费潜力。出于商贸和社交的需

要，我市商界人对于进口车情有独

钟，不少人购车追求的就是品牌，

因此深得富人喜爱。近年来，全市

经济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城乡居

民收入不断增长，加上我市道路交

通环境不断改善，促进了消费者购

车的积极性，拉动了车辆购置税的

大幅增收。今年6月份，共有146辆

车缴纳购置税270多万元。

（记者 兰良增 通讯员 侯天意）

趋势：
用车环境推高购车门槛

近年来，石狮交通拥堵以及

停车难的问题日趋严重，加上油

价高因素，城市用车成本不断上

涨。有业内人士认为，去年至

今，广州出台的一系列“限牌”、

“限行”等政策都对车市产生后

续的连锁反应，市民购车越来越

不容易，未来不排除有更严厉的

措施出台，对车市的影响不容忽

视。

“从几年前开始出现的汽车

保有量高速增长，积累至今庞大

的汽车保有量必定会迎来一波

又一波的换车大潮，近年来一座

又一座豪华品牌4S店、综合汽车

城在石狮及周边地区拔地而起，

也因此成为未来石狮及周边车

市的市场发展趋势。”业内人士

林先生称，随着新车的不断推

出，旧款车型的更新换代，很多

人渐渐发现自己现有的汽车已

经满足不了各方面的需求，于是

萌生了二次购车的想法。

相较于首次购买，许多车主

再次购车时更看重哪些因素

呢？据调查，再次购车的车主看

重的因素很多，“质量”、“品牌”

为首要考虑因素。其次，“油

耗”、“价格”、“安全性”等因素也
被看重。有关调查显示，七成车
主有二次购车的需求，而且这些
人中少有人选择自己现有品牌
的汽车。记者走访本地各车商
展厅时发现，二次购车的车主选
择购买自己现有汽车品牌的少
之又少。越来越多的人享受汽
车带来便利的同时，他们也会对

自己熟悉的驾驶感觉产生厌倦，

所以二次购车想要购买其他汽

车类型的想法也在情理之中。

“随着用车的成本不断上升，未

来购车的人群一定是具有真正

消费力的，客户购车的需求不断

在发生变化，他们趄高端品牌

走，所以类似奔驰、宝马等豪华

品牌依然具有较强的消费潜力，

经销商要发展，就必须不断去满

足客户的多元需求。”

机会：
抢占高端品牌席位

目前，石狮、晋江及泉州地

区的豪华品牌汽车4S店数量已

达到20多家，从品牌数量来分，

宝马、奔驰和奥迪三个品牌占了

半壁江山，而且这些品牌的规划

还在扩大。去年以来，雷克萨

斯、沃尔沃、凯迪拉克、英菲尼

迪、路虎、捷豹和保时捷也大举

进军泉州地区。与此同时，各豪

华品牌的分店、城市展厅等更是

穿插在各个车城板块中相互呼

应。

第二次选购爱车的多位车

主表达的观点大致相同。如果

要换车，肯定是要换比现有的

更加高端的汽车。许先生说：

“要换车肯定要买比现在更高

级的，要不然还换它干吗？”记

者在调查中发现，宝马、沃尔

沃、奔驰、奥迪等档次相对较高

的汽车4S店里，二次购车的人

数占购车总人数的比例均在

70%以上。既然车主选择换车，

那么对于原有汽车的各方面表

现或多或少会有不满意或者有

达不到自己需求的地方，或是

空间不够、或是动力不足、或是

外观不够气派、或是汽车档次

达不到当前车主的身份要求

等，种种原因导致车主二次购

车会选择比原有汽车档次更高

的品牌；其次，多位车主对于准

备二次购车要购买的汽车类型

均表示：不会再购买首次购车

所购买的品牌。

（记者 兰良增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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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石狮名车博览会
本月中旬宏基汽车城举办

车市增长逐年放缓，汽车售后服务

水平逐渐成为汽车厂商竞争的焦点。

近期，各汽车厂商纷纷推出了各自的

“服务品牌”，不仅凸显了车企对服务品

质的重视，也为消费者购车提供了一项

重要的参考标准。而对于车市的后来

者，品牌服务正是其与顾客建立良好关

系的最佳途径。

目前，石狮、晋江及泉州地区采用

品牌销售和服务方式进行经营的车商

越来越多。面对新的竞争方式，一些比

较有远见的车商已经开始考虑新的经

营之道。不过，由于采用品牌销售和服

务需要诸如资金、人才、品牌经营权、相

应规模店面等多个条件，泉州的车商们

能否顺利转型还是个问题。

服务无止境。经销商在汽车相关

产品上做足了功夫的同时还对客户资源

的利用和整合上找到了一些突破点。有

些车商在商家联盟板块互动较多，营造

了车商和客户之间共赢多赢的局面。

现在的汽车经销行业早已步入微利

时代，在这个背景下只有不断围绕客户去

做文章，不断给客户提供增值服务体验，

车商才能获得新的利润增长点。 （晓岚）

广汽本田凌派泉州上市发布

车市变革引发连锁效应，石狮、晋江及泉州地区

车商发展中高级乃至高端豪华车市场寻突破

车友热线:

13365956858

关注理由：税收是经济的晴雨表，而车辆购置税入库情况反映出一个地区的汽车市场发展
状况。2013年上半年，市国税局征税车辆数量达770辆，入库税收13382119元。其中，仅6月份
就有146辆车入库税收2708330元，同比增长109%。

随着高温天气的到来，石

狮、晋江及泉州地区多处发生

了汽车自燃事故，夏季防汽车

自燃不容忽视。

业内人士表示，多数汽车自

燃都是由于电线短路，油路老化

或损坏，不规范改装等引起。在

高温环境下，长途超负荷运转也

是导致汽车自燃的重要诱因之

一。此外，车内存放的打火机、

香水、空气清新剂等物品，在车

辆暴晒后也容易引发爆炸。

“汽车发生自燃主要有两个

方面的原因，其中线路老化和电

器短路是汽车自燃的主要“祸

手”。本地一汽车品牌售后技术

总监林先生称，一是车型本身设

计有缺陷；二是人为因素，因为车

主不良的用车习惯造成管路老

化。目前在本地发生的多起汽车

自燃事件多为刹车系统和燃油系

统故障引起。据了解，线路管道

多采用橡胶材质，一旦老化就易

产生裂口，油液发生泄漏，在高温

与湿度较小的环境下，会增大自

燃可能性。车子发生自燃时，千

万别打开车头盖。 （本报记者）

夏天爱车
“上火”
别开车头盖

做足服务
车商更有竞争力

据中汽协发布的信息，今年

1—5月，我国汽车销量排名前十的生

产企业分别为上汽、东风、一汽、长

安、北汽、广汽、长城、华晨、江淮、吉

利，这十家企业共销售汽车795.82万

辆，比上年同期提高0.9个百分点。

“今年的情况大家都差不多，整

体格局上变化不大，集中度有所提

升。”汽车分析师贾先生认为，在车市

增长乏力的客观现实下，各车企都在

稳扎稳打，今年上半年，多数企业保

持了强劲的增长态势。 （新华）

销量前十车企前五月销售汽车795.82万辆

本田汽车日前宣布，将在全球范

围召回68.6万辆飞度车型，上述车辆

电动车窗主控开关存在起火隐患。

这也是本田自2010年以来第二次针

对同一批故障车型进行召回。

本田此次总计召回 686298辆

2007至2008年款飞度、思迪（飞度平

台的三厢版）和Jazz（欧洲版飞度），涉

及全球57个国家，其中在美国召回

143083辆飞度，在印度召回42672辆

思迪。本田解释称，雨水、雪水或其

他潮湿气体可能进入驾驶员侧车窗，

并流入车门上的电动车窗主控开关，

导致开关发生过热现象，有可能产生

烟雾甚至引起火灾。”

（据中国汽车质量网）

本田在全球召回飞度汽车 68.6万辆

日前，第三方调查机构联信国际发

布了2013年中国汽车品牌满意度销售

服务指数。报告显示，自主品牌进步明

显，自主品牌满意度同比提高2.7%，与

合资品牌的差距进一步缩小。

每年3—6月进行的中国汽车品

牌满意度销售服务调查，作为“中国

汽车品牌满意度调查”的一部分，是

通过对拥车期在2—8个月的新车车

主采用街头拦截访问的形式，了解车

主在7个方面的感受，分别为销售顾

问、试乘试驾、金融贷款产品/服务、付

款方式、新车交接、硬件设施、品牌形

象。总分为1000分，分值越高表明客

户所反馈的质量满意度越高。

（新浪）

自主品牌满意度同比提高 2.7%

核心提示：近年来，石狮车市跌宕起伏：从
最初的单品牌汽车零星代理点到散杂市场再发
展到今天4S店、专业综合性汽车城、多个品牌直
营店共存的局面，折射了汽车市场发展的变化。然
而，众多市场因素变化，让本地车商不断调整自身的
经营策略，多年持续增长的汽车保有量，用车成本上涨，
二次购车、换车潮的到来，使得人们用车、购车的需求
更加多元化，也越来越显示石狮车市正向高端方向
靠拢，而大胆拓展豪华品牌也正是经销商们立足
本地市场的下一步生存之道。

石狮人换车
或将“更豪”

市国税局为方便车主，推出便民服务新举措

国税局车购税征收窗口
进驻闽南机动车检测站

本报讯 如今，石狮及周边的

车主为新车办理上牌报税时方便多

了。7月1日，市国税局车购税征收

窗口在闽南机动车检测站正式投入

运营，车主在该站的国税车购税征

收窗口可享受国税工作人员便捷式

服务。

“为进一步提高纳税服务水平，

切实方便纳税人一条龙办理汽车报

税上牌业务，市国税车辆购置税征

收人员入驻闽南机动车检测站，抽

调业务能手充实到一线，全面提升

车购办服务能力，现场受理车辆购

置税申报征收业务。”市国税局纳税

服务科有关负责人表示，这一便民

措施在于方便车主为车辆上牌时节

省时间；同时，也是国税局纳税服务

科全力争创全国青年文明号的一大

举措。

2011年，泉州国税局推出车辆

购置税业务征管改革，石狮车主在

缴纳车购税时可直接到石狮国税局

办理。此举不仅方便了石狮及周边

城镇市民办理汽车类车购税，这也

就意味着，石狮区域市民群众购车

可以免去原先往返泉州市区及南安

多地的奔波之苦，为石狮人购车、畅

享汽车生活带来更多便利，也减少

了泉州国税部门办理汽车类车购税

的工作压力，受到了广大市民的好

评。

为了方便纳税人，从2011年8

月起，我市车购税征收点在摩托车

车购税申报征收业务的基础上新增

汽车类车购税的申报征收业务。记

者了解到，今年来，市国税局推出多

项举措提升车购办服务水平，强化

服务，提高车辆购置税征收工作质

量和效率。一方面，完善办税配置，

增加办税大厅车辆购置税服务窗口数

量，截至目前，共开辟常态服务窗口3

个，绿色窗口1个；同时，方便纳税群

体，在闽南机动车检测站增设车购税

办理点，范围覆盖石狮及晋江周边的

所有车行，形成10分钟的车购税办税

圈，为车购税纳税人申报纳税创造便

捷条件。闽南机动车检测站负责人

王文明称，国税车辆购置税征收点的

入驻运行，进一步完善了检测站的业

务，为车主们提供了更为便捷的“一

站式”服务平台。

昨日上午10时，记者在市国税

局车购税征收窗口服务大厅看到，陆

续有车主拿着相关资料前来申报车

辆购置税，国税工作人员精心指导车

主填写相关表格，指引车主快速办理

业务，并及时为车主受理车购税申报

业务。

“现在，只要资料齐全，车辆上牌

时间仅需1个小时，国税人员进驻机

动车检测站现场受理业务后，为市

民大大节省了时间，提高了办事效

率。”市民许先生对国税推出的便

民服务新举措给予赞许。

（记者 兰良增 通讯员 侯天意）

国税局车购税征收窗口服务大厅一角

770辆车缴购置税1330余万元

本报讯 7月12日至21日，2013年第五届石狮名
车博览会暨宏基汽车城四周年庆活动将在宏基汽车

城盛装启幕。届时，众多高端豪车齐聚石狮诠释

顶级车展。

由宏基汽车城精心策划主办、以“名车畅

赏”为活动宗旨的第五届石狮名车博览会暨

宏基汽车城四周年庆活动期间，包括进口

豪车、国产车、合资品牌与自主品牌车同

场争艳，100余款车型汇聚一堂，让亲

临现场的市民特别是准车主大饱眼

福，收获诸多惊喜。

“本届名车博览会以‘世界顶级越

野车的超强动力’为主题，不惜投入把

本届名车博览会办成一场真正高端汽车

品牌的饕餮盛宴。”宏基汽车城的总经理许

顶夏告诉记者，本届名车博览会以活跃汽车

市场为出发点，以服务本土、全球汽车厂商、拉

动内需为目标，以传播汽车文化、满足百姓

购车需求为目的。活动参展品牌囊括国内

外30多个知名品牌畅销主流款车型。除了

传统的奔驰、宝马、奥迪豪华车外，本届车展

还获得了国内外汽车生产厂家信赖和各方

支持，富贾名流顶级座驾以及奔驰GI450加

长版、博速奔驰、林肯领航者SUV、悍马H3

及移动房车、保时捷卡宴Cayenne、进口大众

陆坦多功能车、进口讴歌轿跑、沃尔沃C90、

标致308CC及4008等一批车界“名流大腕”

首次齐聚石狮宏基汽车城，为广大汽车发烧

友们奉献一场高端汽车品牌展会。

另悉，活动期间，主办方还将举行“汽车

分期团购酬宾会”享受最低团购价；宏基、建

行携手分期!优惠最彻底、享惠。凡是在活动

期间购车签约成功的客户均可以享受车城送

出的海南五天四夜游礼券。（记者 兰良增）

本报讯 6月30日晚，广汽本田新车

凌派泉州上市发布活动在晋江御龙湾举

行。广汽本田有关领导、广汽本田泉州地

区多位经销商、服务商代表，广汽本田的新

老用户，各汽车主流媒体的新闻同行与消

费者一起见证了凌派（CRIDER）的荣耀登

场。

从广汽本田凌派上市发布会可以看

出，无论是厂家还是商家都是对泉州市场

的重视，这款车型也是本田根据中国市场

特色为中国市场打造的一款重量级车型，

该车型融聚了本田的核心科技，同时也具

备相对较高的性价比，定位于80后消费群

体，彰显年轻、运动、时尚，为广大80后购车

提供了一个更加诱人的选择，相信在未来

车市中，凌派将是一匹新生黑马。

此次上市的凌派全系共4款车型，搭载

Honda最新型的1.8Li-VTEC发动机，官方

指导价为：1.8LMT舒适版11.48万元，

1.8LAT舒适版12.48万元，1.8LAT豪华版

13.48万元，1.8LAT旗舰版14.98万元。

（忠仪 良增）

广大车主朋友，如果您在买车、用车及
汽车维修、养护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均可
通过本栏目联系电话13365956858向本版
“车友热线”专栏咨询，本报“汽车生活”版
联合本地各大4S店的销售及售后专业人
士组成顾问团声援您，邀请汽车行业的相
关人士为车主答疑解惑。

◆车主钟先生：我的车子为大众PO-
LO，冷车启动时抖动约半分钟后正常，正常

行驶时在等红绿灯或临时性停车怠速发抖

时而严重时而轻微，甚至起步时无力，火花

塞与高压包全换了，请问是什么原因？

汽车生活：根据车主反映情况，可能是
车子的油路出了问题，建议到4S店检测。

◆车主洪女士：请问是不是汽车上的
氙气灯都必须是白色的？能不能换呢？氙

气灯有什么缺点？

汽车生活：氙灯的颜色并不都是白色，
一般情况下标配都是4300K色温的，你也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使用要求选择
3000K、6000K、8000K、23000K。一般人会
觉得色温越高越漂亮，灯光颜色越发偏蓝，
但穿透性越差，所以如果选用了23000K的
近光氙灯，一定要搭配3000K的远光灯。
氙灯相对于卤素灯来说，缺点有三个：昂
贵、穿透力不强、亮度过高，容易晃眼。

◆车主许先生：我朋友买了台奔腾
B50，说是合资自主的车型，我觉得性价比

还挺高的，我想了解下合资自主是怎么回

事，质量靠谱吗？

汽车生活：所谓合资自主，就是合资车
企凭借多年跟国外品牌合作的生产经验，
自主研发生产的车型，市场上比如一汽奔
腾、广汽传祺、广本理念、上海大众朗逸等
都属于合资自主的车型，目前这些车型在
市场上逐步得到认可，比如朗逸就不错，质
量方面大概也可以理解为介于合资品牌和
自主品牌之间吧。 （晓岚 收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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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链接关

在夏季用车之前，专业汽修

人员建议，车主每次都要自测刹

车系统。在启动的100—200米

距离，踩刹车感受一下是否有踩

空的感觉，若感到驾驶异常，应

该立刻靠边停车，检查车底有无

油液泄漏。在怠速和换挡期间，

如果发现转速忽高忽低，并超出

合理范围内，就要检查燃油系统

有无出问题。同时，车辆具体情

况很难通过自测掌握，车主最好

定期到4S店检查，认真考虑4S

店的专业建议，并到正规的汽修

厂或者4S店里维修。 （晓兰）

预防汽车自燃
夏季用车先测刹车

市民在欣赏高端豪华品牌汽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