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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销售模式改变将带来哪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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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广告 0471-696511018247145666
地址：呼和浩特市中山东路诚信数码13楼1309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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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不出户·广告遍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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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标准

每标高70元
(22字以内)

标题每行9字，正文每行11字

通 知
下列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副厂级领导干部，见此通知后请与云先生取得联系，有

要事商谈，请互相联系转告。
云先生 联系电话：手机：15540990028 宅电：5920028

◆内蒙古第二毛纺织厂◆内蒙古毛条厂◆内蒙古电缆厂◆呼和浩特市机床附件厂
◆内蒙古动力机厂◆呼和浩特市锅炉厂◆呼和浩特糖厂◆内蒙古第一毛纺织厂
◆呼和浩特化工厂◆呼和浩特市合成洗涤剂厂◆呼和浩特炼铁厂◆内蒙古电机厂
◆内蒙古变压器厂◆内蒙古铸锻厂◆呼和浩特市轴承厂◆呼和浩特市橡塑机械厂
◆呼和浩特市电动工具厂◆呼和浩特市油泵油咀厂◆内蒙古啤酒厂◆呼和浩特市
造纸厂◆呼和浩特市灯泡厂◆呼和浩特市制酒厂◆内蒙古第三毛纺织厂◆内蒙古
第四毛纺织厂◆呼和浩特市西装总厂◆内蒙古棉纺厂◆呼和浩特市橡胶厂◆呼和
浩特市水泥厂◆呼市第二砖瓦厂◆内蒙古武川县石墨矿◆清水河县特种水泥厂
◆内蒙古漆包线厂◆内蒙古半导体厂◆内蒙古电子仪器厂◆呼市电子设备厂
◆托克托县酿酒公司◆呼和浩特市机床厂

房产销售

出售金山电厂西15亩大院售
BOB悠乐城门脸13500699038

售房
南二环市医院旁现房高层，
售价3100/m218414373938

低价售房万达对面
新家园小区商业房，面积
20~180m2，售价12000~20000
元。13947194455

超低价售整栋楼（带院）
位于大学东街115号5800多
m2办公楼13911949465

人才招聘

爱她家政15024998086
常年招聘月嫂、保姆2356116

出租
赛罕区东影南路巨华三层
商业楼，面积1760m2，价格
面议，联系电话15374799910

商业出租国贸对面二层
400m2租金面议18947108910

春雪四季酒店副楼出租
可分租。0471-6370386

出租转让
大型仓储库出租
5000m2、3000m2、1300m2 另
有120m2小库若干，有意电
联13734845158。

招高端阿姨辅导孩子
要求大学毕业英语熟练，本
市户口年龄35以上，住家，
工资6000以上18748183999

内蒙古九合物业诚招水电暖
工，保洁绿化工13674740072

金桥瘦吧招女店员
6小时倒班，保底工资十提成
十全勤奖电话：18047158060

电瓶电脑电缆变压器废
旧物等13134711174

高价回收

免费评估、本地收购
13337100552 15924512788

二手车市

大额资金寻项目合作
房地产旅游矿山光伏新能源
农林牧生态山庄旅游等在建
工程项目轻松解决资金困难
邮箱1735550350@qq.com
电话：15155102867刘经理

寻优质项目
房地产、矿山、电站、农牧
林、制造加工、在扩建工程
等。轻松解决资金困难。高
薪聘商务代表15256037238
耿经理 2498056552@qq.com

公告声明

招商加盟

重庆德渔府优惠加盟
味道正宗 刺激
最过瘾的激情椒

麻鱼火锅首次登陆内蒙古
加盟咨询热线：18983041119

专业网贷·信用贷
费率低下款快18004711675

贷款，三小时下款
电话：17704881044

极速贷，三小时拿钱
电话：15847111028

13171044449
无抵押无担保信用贷款

贷款
找我

贷款咨询
身份证贷款
呼市有固定住所
电话：15148011727

营业执照按揭房车工资保
单有一项就贷15354869537

15661066667工资卡
贷 款

3小时放款无抵押无
担保13634715882贷款

信用贷款
无担保·无抵押·当天下款
打卡工资·自存流水·免
中介费18686036000

工作贷退休贷个体、车
房贷3小时出款15124710998

资质代 办 （ 全 区 ） 西 部
13674740675东北部18047554711

内蒙古蒙能建设工程监理
有限责任公司招聘启事
◆招聘岗位◆风电建设工
程项目总监3名、（土建／电
气／线路）专监各10名。
◆任职要求◆项目总监要求
拥有至少两个风电项目现
场全程监理的实际工作经
验，工作地点江西、福建、内
蒙古。专监要求有监理相关
工作经验，工作驻外。全国
注册监理工程师优先考虑。
◆工资待遇◆
总监月薪7000-9000元,专
监月薪4300-6000元，另全
国注册监理工程师专家费
每月3000元。
联系人：赵女士
联系电话：0471-3949034
邮箱：mengnengzp@126.com

●封明成遗失呼和浩特铁路
局呼和浩特电务段颁发的
内蒙古医保卡，编号15990
031184511，声明作废。
●回民区吉日快餐店遗失
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
纳税人识别号1504211976
04174916声明作废。
●内蒙古兆禾饲料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不慎将内蒙古银
行科教支行颁发的存款人
密码信息丢失，账号10910
1201080119687声明作废。
●薛美英遗失人事代理协
议书，编号:200702267，档
案号:14322，声明作废。

●赛罕区新航线教育咨询
服务部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1501056004413
38，声明作废。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榆林镇
老五理发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150105600
237227，声明作废。
●奇亮购买山东冠鲁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雅阁星城
3172号住宅一套，收据不
慎丢失：0062066号壹拾壹
万元，声明作废。

●任益身份证15230119950
4186012遗失呼市人才服
务中心开具的人事代理协
议书，号140983（29645）
●何燕遗失内蒙古医保本，
编号：00120036，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内蒙古京顺达
钢构彩板有限公司（注册
号 :911501027479265065）
经股东会议拟向公司登机
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
注册资金由人民币壹仟万
元减少至人民币伍佰万
元，请债权人自见报起45
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
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
此公告2017年4月19日。
●本人刘大伟，身份证号
152524198901180010将购
买恒大城17幢1单元704房
收款收据丢失，金额分别
为:184961.00元，369922.00
元。特此申请补开收据。
●刘宏（身份证号15010319
6907162513）遗失金川开
发区宽城小区G6号楼1单
元401室购房合同声明作废

●张力军玉泉区石羊桥南
路三里营贷栈金都小区2
号楼6层1-1062房屋产权
证遗失，产权证号：呼房权
证玉泉区字第2008101426
号，声明作废。
●新城区圣恩汽车美容装
具店遗失税务登记证，纳
税人识别号：15010319841
2213031声明作废。
●王岳周遗失内蒙古医疗本
号：15990031190094作废。

●樊卫国、张妙英因拆迁注
销赛罕区大台什路289棉纺
织厂宿舍9-5-3（503号）产
权证，证号2011138645。

●弓九仔遗失土左旗水晶城
25-2-502购房收据，号000
1308金额314657元声明作废

●王国生遗失作废内蒙古医
保本号150103611001051
●王付余、史玉娟遗失赛罕
区呼伦南路新世纪绿色家
园1号楼1单元203号房本，
呼房权证赛罕区字第2012
115765、2012115766号

●买售人徐继龙坐落于新
城区丁香路以西海拉尔东
街以南巨华世纪城二区二
十号楼四单元1601号网签
合同一本丢失。合同编号
为YS（201300010365)房屋
代码：843570 特此声明。

多种渠道并行

据了解，此前《品牌办
法》确立了汽车品牌授权
销售体制，要求销售汽车
必须获得品牌授权并实行
备案管理，这使得各个汽
车品牌企业构建了以4S店
为主体的汽车流通网络，
自建自用。此次《管理办
法》的提出，国家鼓励发展
共享型、节约型、社会化的
汽车销售和售后服务网
络，加快城乡一体的汽车
销售和售后服务网络建
设，加强新能源汽车销售
和售后服务网络建设，推
动汽车流通模式创新。这
无疑让汽车超市、卖场、电
商等模式进入社会化销售
体系成为可能，并打破了
过往单一的品牌授权体
系，消除行业垄断。

在汽车市场专家颜景
辉看来，销售汽车不再以
获得品牌授权为前提，实
行授权销售与非授权销售

并行，经销商可以开展多
品牌经营、不同汽车品牌
企业可以共建共享销售网
络和售后服务体系，这将
有效推动汽车销售市场更
加活跃。

不过，未经授权销售
汽车并非不需要承担责
任。按照《管理办法》的要
求，出售未经供应商授权
销售的汽车，或者未经境
外汽车生产企业授权销售
的进口汽车时，经销商应
当以书面形式向消费者做
出提醒和说明，同时也要
明确责任主体。

限制厂家权利

对于《管理办法》而
言，经销商方面的权利被
放开，汽车生产厂家的权
利则开始受限。《管理办
法》规定，供应商采取向经
销商授权方式销售汽车
的，授权期限（不含店铺建
设期）一般每次不低于3

年，首次授权期限一般不
低于5年，一改此前“一年
一签”的授权规定。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有
形市场分会常务副理事长
苏晖认为，延长品牌授权
期限，减少了经销商经营
的不确定性，保障了经销
商的权益。

值得关注的是，在《品
牌办法》中，供应商安排销
售与售后服务，而《管理办
法》规定，供应商不得限制
经销商为其他供应商的汽
车提供配件及其他售后服
务，供应商不得强行规定
经销数量，供应商不得进
行品牌搭售。

对于供应商的限制，
《管理办法》规定得更为
具体，包括不得规定整
车、配件库存品种或数
量，或者规定汽车销售数
量，但双方在签署授权合
同或合同延期时就上述
内容书面达成一致的除
外；不得限制经营其他供

应商商品，不得限制本企
业汽车产品经销商之间
相互转售。

加强了消费者权益保

护

颜景辉表示，《管理办
法》不仅保护了经销商的
权益，而且重点加强了消
费者权益的保护。

据了解，2014年以来，
汽车行业频频开出反垄断
罚单，多家车企被认定存
在垄断行为。业内普遍认
为，车企垄断行为产生的

重要原因就是授权经营。
品牌授权制导致厂家过于
强势，从而引发价格与市
场垄断、厂商与经销商矛
盾不断升级。

实际上，目前消费者
购车过程中，4S店对紧俏
车型加价销售，几乎是各
大汽车品牌抬升销售利润
的惯用手段。按照《管理办
法》规定，规定经销商应当
在经营场所以适当形式明
示销售汽车、配件及其他
相关产品的价格和各项服
务收费标准，不得在标价
之外加价销售或收取额外

费用。
一家合资品牌4S店负

责人告诉记者，从7月1日
开始，加价行为将被禁止，
经销商对于加装饰的行为
也将明示。

同时，供应商、经销商
不得限定消费者户籍所在
地，不得对消费者限定汽
车配件、用品、金融、保险、
救援等产品的提供商和售
后服务商，家用汽车产品

“三包”服务、召回等由供
应商承担费用时使用的配
件和服务除外。经销商销
售汽车时不得强制消费者
购买保险或者强制为其提
供代办车辆注册登记等服
务。

“价格约束和反垄断
机制的形成，大大降低了
厂家的权利，除非提高自
身的产品竞争力，否则厂
家在失去‘品牌授权’保护
后，将面临市场竞争中被
淘汰的风险。”苏晖说。

（据《北京商报》）

商务部近日公布了《汽车销售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将于今年7月1日起施行，而推行了近12年的《汽车品
牌销售管理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品牌办法》）同时废止，这被称为汽车流通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它将对汽车
销售方式、消费者权益、我国汽车消费市场带来哪些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