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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一位参与了商务部组织的修改讨论

会的经销商介绍!新办法去掉了"品牌#

和"实施$四个字!称为%汽车销售管

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办

法&最快将于年底前进行公示

并实施!值得关注的是!经

销商的弱势地位今后将

得到重大改变)

以*经销商授

权及延续 #为

例!%办法 &

规定!汽

车供

应商对经销商销售汽车采取授权经营的! 其授权经

营期限一般每次不得低于两年! 但首次授权经营期

限不得低于
#

年+ 本办法实施前授权经营累计期限

不足
#

年的!应当将授权期限至少延至
#

年!汽车供

应商或者经销商应当于授权经营期满
$

个月前通知

对方是否延续!如双方未通知的!应当视为自动延续

授权经营)

在取消授权方面!%办法&规定!未违反约定而被

汽车供应商取消授权的! 经销商有权要求汽车供应

商按照不低于双方认可的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价格

收购其销售,检测和维修等设施!并回购相关库存车

辆和配件+

在店铺建设和经营方面!%办法&规定!汽车供应

商不得违背经销商的意愿!强制要求同时具备销售,

售后服务等功能-除满足经营需要的品牌形象,基本

功能外!不得限定经营场所面积和建筑物结构+

*还有一条比较重要! 经销商之前对此抱怨很

大+ $参与%办法&讨论的人士告诉记者!按照规定!汽

车供应商不能限定店铺建筑单位或者建筑材料,通

用设备,办公设施的品牌或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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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经销商弱势地位将得到

改变外! 多品牌经营也将得到

官方认可+

据一位参与讨论的

相关人士介绍!%汽车

销售管理办法&的

*销售与服务

体系$规定.

汽 车 供

应 商

在

境内销售汽车的! 应当建立完善的汽车销售和服务

体系!鼓励汽车供应商,经销商建设节约型汽车销售

和服务网络!减少土地等资源浪费)

更为重要的是!%汽车销售管理办法& 还鼓励发

展汽车经销店,汽车超市,汽车交易市场,汽车互联

网销售等多种汽车销售经营模式! 并鼓励汽车供应

商, 经销商采取设立分公司或分支机构等连锁经营

方式!完善营销网络和服务功能)

今年
%

月
$&

日!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发布

%关于停止实施汽车总经销商和汽车品牌授权经销

商备案工作的公告&!宣布自今年
&'

月
&

日起!停止

实施汽车总经销商和汽车品牌授权经销商备案工

作) 根据工商总局公布的备案名单文件!已将营业执

照经营范围登记为"

!!

品牌汽车销售$的汽车总经销

商和汽车品牌授权经销商!可以申请变更登记为"汽

车销售$)

业内人士认为! 工商登记中不再设定单一品牌

的门槛! 有望让未来单店多品牌销售模式逐步取代

当前单一品牌汽车销售模式) 汽车分析师贾新光则

认为!此次%汽车销售管理办法&的规定!让经销商多

品牌销售再一次得到官方的鼓励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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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此前有消息称!对于%办法&的出台时间!商

务部的回应是!"将会择机尽快出台$) 但据一位参与

讨论会的相关人士透露!在%办法&讨论稿上!"实施

时间$ 一栏标明! 本办法自
('&)

年
!

月
!

日起实施)

"这表明新办法的实施已经箭在弦上!至少新办法将

很快在商务部网站上进行公示) $上述相关人士说)

据了解! 由于现行 %汽车品牌销售管理实施办

法&过多保护了整车厂利益!经销商在厂商关系中处

于弱势地位!在过去数年中!业内多次传出即将对现

行%汽车品牌销售管理实施办法&进行修改的消息!

但最终都不了了之)

今年以来! 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进行了力度很大

的反垄断调查! 业内普遍认为!%汽车品牌销售管理

实施办法&是造成汽车行业垄断的根源!这大大加

速了商务部对 %汽车品牌销售管理实施办法&

的修改步伐) !北商"

伴随着本地生产项目的陆续落地!国

产化正成为二线豪车在华增长的新引擎)

日前!奇瑞捷豹路虎位于常熟的国产化工

厂正式开业!这家集整车厂,发动机厂和

研发中心为一体! 年产
&$

万辆的合资工

厂!无疑将实现捷豹路虎销量的突破) 按

照捷豹路虎全球
*+,

施韦德的设想!捷

豹路虎将推进新兴市场的品牌导入扩张!

进入一线豪华品牌地位)

自去年以来! 众多第二梯队的豪华品

牌相继加入国产行列)除沃尔沃,凯迪拉克,

-.

等品牌已实现国产外!英菲尼迪,讴歌等

也已进入国产倒计时) 业内普遍认为!众多

豪华品牌愿意花费不菲的成本实现国产!无

疑是看好中国豪华车市场的前景)根据麦肯

锡咨询公司发布的报告称! 中国最早将在

('&"

年取代美国! 成为全球最大的豪华车

市场)

('&(

年中国豪华车销量为
&(#

万辆!

到
('&"

年将达到
((#

万辆!

('('

年则有望

进一步增至
$''

万辆) 同时!麦肯锡方面预

计!未来
%

年!中国豪车销量年均增速将达

到
&(/

!超过市场整体
%/

的年均增速)

今年以来 ! 豪华品牌整体增速放

缓 !市场格局已经被打破 ) 奥迪 ,宝马

和奔驰依然占据着第一梯队 !而在第二

梯队中 !捷豹路虎目前面临的市场竞争

依旧十分激烈 )捷豹路虎身后还盘踞着

沃尔沃 ,雷克萨斯 ,凯迪拉克 ,英菲尼迪

等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

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
&01

月! 捷豹

路虎在中国市场上售出新车
""#'#

辆 !

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1/

! 超过沃尔沃

#21&'

辆的销量 !成为紧随奥迪 ,宝马 ,

奔驰之后的豪华车二线品牌第一名) 与

此同时 !沃尔沃在华前
1

个月累计销量

为
#21&'

辆!同比增幅
$#32/

) 而英菲尼

迪今年前三季度累计在华销量达 到

('%2%

辆! 在
('&$

年同期
&'22'

辆的基

础上!同比骤增
1&4&/

!成为在华销量增

速最高的豪华汽车品牌)

在奇瑞捷豹路虎汽车有限公司常

务副总裁朱国华看来 !奇瑞捷豹路虎国

产化的实现 !最重要的是使捷豹路虎拥

有更强的竞争力 !真正实现扎根中国市

场!进而寻求更长远的发展)

据了解!在国产豪车阵营中!奥迪,宝

马,奔驰无疑牢牢占据着第一梯队) 受益

于早期导入的国产化!三大豪华品牌的整

体销量占据了国内豪车市场七成以上的

市场份额) 虽然捷豹路虎所处的第二梯队

增速迅猛!但

距离第一梯队依

然有不小的差距) 在

此背景下! 众多二线豪华

品牌已经没有选择!要么在德

系豪华车三强的节节打压下渐渐

被边缘化甚至淘汰! 要么通过国产获

得更强的价格竞争力!在潜力巨大的中国

豪华车市场分得更多市场份额)

业内人士预期! 国产化已成为豪

华车品牌在华提升销量的最后一招!

未来因国产而带动的较低售价!将

有利于豪华车的销量增长!二线豪

华品牌将对第一梯队的品牌造成

压力!座次也有望重新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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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
&2

日!交通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公

安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商务部,国家工商总

局,国家质检总局,中国保监会等十部门共同印发%关于促

进汽车维修业转型升级!提升服务质量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 %意见&提出
(&

条措施!促进汽车维修行业转型升级,改

善提升维修服务)

%意见&要求!破除维修配件渠道垄断的规定!要鼓励汽车维修配件

自由流通!鼓励原厂配件生产企业向汽车售后市场提供原厂配件,自有品

牌商标或标志的独立售后配件! 鼓励授权维修企业向非授权维修企业转售

提供原厂配件!落实相关法规!以保障所有维修企业享有同质配件维修的权利)

%意见&提出!通过
#

年努力!推动汽车维修业基本完成从规模扩张型向质量

效益型的转变!市场发育更加成熟!市场布局更趋完善!市场结构更趋优化!市场秩

序更加公平有序!市场主体更加诚信规范!资源配置更加合理高效!对汽车后市场发展

的引领和带动作用更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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