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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保值率不到40% 动力电池损耗快成“硬伤”

新能源二手车出手“有点难”
◆导报记者 刘勇 济南报道

一辆开了5年的福克斯，一

辆开了两年的新能源车，谁的

价格能卖得高一些呢？一般人

认为是新能源车的价格会卖得

高一些，但实际上，开了5年的

福克斯的价格要比只开了2年的

新能源车的价格高。

“太尴尬了，原本以为我

的车能卖个高价，谁想到比朋

友开了5年的车还便宜。”1 2

日，济南市民路民向经济导报

记者吐槽。

经济导报记者采访中发

现，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怪现

象，主要原因在于二手新能源

车的评测标准缺失，评估价格

体系尚未完善，而新能源汽车

的核心部件——— 动力电池的各

种硬伤，成为车辆掉价的关键

原因。

“即使我想卖，

车贩子都不想收”

路民前几天陪朋友去卖

车，其朋友开了5年的两厢福克

斯，二手车商给出的回收价是

6 . 6万元，但路民开了两年的江

淮 i E V 6 S的回收价仅有 4万

元。“即使我想卖，车贩子都

不想收。”

实际上，新能源汽车在二

手车领域遭遇尴尬：残值远

远低于同年份的同级传统燃

油车型。

路民告诉经济导报记者，

他的江淮iEV 6S是2016年11月购

买的，已经行驶了3万公里左

右，当时裸车价格为1 0 . 9 8万

元。“福克斯的新车价格是13

万左右，开了5年还能卖上一半

的价格，我的车才开了两年就

卖这么点钱，如果再开两三

年，估计连1万块都卖不上。”

路民将这个事情在车友群

里一说，立马引发大家的关

注。不少车友对残值这么低表

示惊讶。“这亏大了，这么便

宜有些舍不得，只能送给亲

戚朋友用了。”

“很正常。”济南齐宇二

手车行总经理齐宇告诉经济

导报记者，“现在二手新能

源车没有市场，而且残值掉

得很厉害。”

在齐宇看来，新能源车保

值率不高不是秘密，“行业里

有个说法，1年赔一半，3年全

赔完。虽然有些夸大，但现实

确实如此。”

齐宇手中的一份资料显

示，一辆比亚迪E6(2017款)，新

车报价在30 . 98万-36 . 98万元，

但两年后二手车收购价仅为12

万元；一辆低配比亚迪秦(2017

款)，新车报价18 . 59万元，两年

后二手车收购价仅为8 . 5万元；

即使是特斯拉ModelSP85D新车

报价94 . 95万元 (未加装选装配

置)，两后年二手车商收购价为

42万元。

在济南华瑞源二手车市

场，经济导报记者以要卖一辆

帝豪2018款EV450精英型(官方售

价22 . 83万元)为由，接触了多个

二手车商。大多数二手车商只

给出了估价，并没有收车的意

愿。

“虽然没有见到实车，但

根据行情估算，只能给10万元

左右，这只是估价，我们不收

车。”一名二手车商说，“如

果真想卖，还是建议你通过二

手车网站卖，一是价格可能高

点，另外济南地区没有几个商

家愿意回收新能源二手车。”

同样，在某二手车官网平

台济南站，经济导报记者以

“新能源车”进行搜索，结果

显示只有3辆车，其中一辆帝豪

2017款EV300精英型新能源二手

车的车主报价为11 . 58万元，平

台给出的建议价为 9 . 5 8 4万 -

11 . 58万元，而该车的指导价为

20 . 58万元。而一辆2014年7月上

牌的同款车在北京以7 . 25万元的

价格成交。

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

布的2018年中国汽车保值率报

告，从主流新能源汽车的3年保

值率来看，低至约20%，相当于

3年后只能卖到原价的20%。比

如，逸动EV为22 . 9%，启辰晨风

为26 . 4%。

缺乏健全的

回收评估体系

为何二手新能源车不受车

商待见？齐宇给出了自己的答

案：由于这类新能源二手车需

求量太小，收到后很难出手。

目前新能源汽车二手市场尚未

形成，外界对新能源汽车的接

受度本来就低，再加上新能源

二手车没有补贴，消费者就更

没有兴趣了。

新能源二手车价格低、市

场小，深层的原因是它还没

有形成一个健全的回收评估

体系。

传统燃油车的二手车鉴定

评估是按照《二手车鉴定评

估技术规范》来执行的。然

而，以纯电动汽车为代表的

新能源二手车鉴定评估没有

相关标准。

在独立分析师王玉华看

来，电池损耗是影响新能源汽

车保值率的最主要因素。“使

用内燃机的车辆行驶 2 0万公

里，寿命只减少了1/5左右。电

动汽车开两年后，续航能力就

会降低至一半到2/3，而且车辆

的修复和再利用除了厂家外，

没有第三方能做到。”

同样对于二手车评估师而

言，他们很少有对电力系统检

测的经验，因此来检测的新能

源汽车，也很难给估价。在王

玉华看来，目前行业内对二手

汽油车的价格评估已经比较成

熟，多数车商都形成了自有的

评估体系，只要通过一辆车的

型号、年限、车况等基本情

况，就能很快评估出车辆的残

值并给出价格。“但新能源汽

车的估价体系并未形成，也没

有相关标准，加上产品更新换

代速度快，一些专业人士很难

对其进行检测、估值。”

瓜子二手车直卖网副总裁

王晓宇曾表示，二手新能源汽

车的残值评估，目前对各方还

都是个难题。

在2018年新能源二手车残值

研讨首次工作会上，中国汽车

流通协会秘书长肖政三表示，

要加快建立一套适用于新能源

汽车的市场流通服务体系，包

括新能源二手车残值研究标

准，保障好消费者的利益，推

动产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秘书

长罗磊认为，要尽快研讨出行

业公认的新能源二手车、动力

电池检测评估标准，并与第三

方机构、科研院校开展合作，

加快新能源汽车二手车残值研

究工作的开展。

“除了要建立相关的行业

流通标准外，还要给予新能源

二手车回收单位相应的优惠政

策，提高回收积极性。此外，

也要建立动力电池回收鉴定机

构，并在交易时出具鉴定报

告，确保消费者放心购买。”

王玉华建议。

◆导报记者 杨学萍 济南报道

近日，省城一商场推出一

项颇为吸引眼球的活动，“消

费满3880元，可以挑选一位帅

哥陪逛一小时”。令不少消费

者感叹：为了吸引消费者、增加

营业额，卖场也是“拼”了。

经济导报记者调查了解

到，传统卖场不复当年辉煌，

来自线上平台的冲击只是一个

方面。各电商平台布局在各大

社区的便利店，看好社区团购

这块蛋糕的群主们，亦是大型

卖场有力的竞争对手。有关部

门的调研显示，今天用户消费

的全渠道特征趋势明显，80%

的用户在购买产品时，会横跨

电商和线下渠道。

便利店还帮收快递

“现在不怎么去早市买菜

了，小区新开了好几家便利

店，菜挺便宜的，一个冬天都

在吃3毛钱一斤的大白菜。”家

住济南市环山路一大型社区的

李新告诉经济导报记者。

李新和老公两人都是上

班族，没有老人帮忙照顾孩

子，每个工作日的早

上“分秒必争”。“以前都

是去附近的菜市场买菜，一大

早就去买够一天的食材，来回

大概40分钟，冬天的时候天不

亮就得出门。”

去年开始，小区陆续开了

几家便利店，苏宁小店、倍全

互联网便利店等。从那以后，

包括李新在内的要兼顾上班和

家务的小区居民就迎来了“好

日子”。

“不用早起了，下班路过

的时候捎着买菜就行，各种调

味料、新鲜蔬菜、品牌肉食等

日常消费品都有，真是太方便

了。”同住这个社区的蔡珍告

诉经济导报记者。

去年苏宁小店开业的时候

搞 过 一 个 活 动 ， 手 机 下 载

APP，首单满21元减20元，蔡

珍就是那个时候下载了苏宁小

店APP。

“平时到店里选购就行，

有时候时间紧，再碰上在家请客啥

的，买的东西比较多，就在APP上

下个单，等我下班回家，买的菜也

到家了，真是很应急。”蔡珍说。

3月8日晚7点30左右，经济

导报记者来到这家开在社区内

的苏宁小店。工作人员介绍，便

利店的生意“一般情况”，至于

具体营业额，她表示

“不方便说”。

据了解，苏宁小

店线上的订单满48元，3公里以

内免费送货。

距离这家苏宁小店不足30

米的地方，还开着另外一家便

利店——— 倍全互联网便利店。8

日晚8点左右，经济导报记者在

这家便利店看到，仍有三三两

两的顾客在购买商品，还有年

轻的顾客在等着“取快递”。

据店员介绍，店里免费为

顾客接收快递并保管48小时。

快递在店里存放48小时以上，

顾客需支付1元保管费。

除了普通便利店里售卖的

日常用品，这家店还将生意延

伸到了时令生鲜上。当晚，店

员在店外开售乳山牡蛎，价格

是38元/5斤。

一个小区有11个

水果团购群

3月9日，住在济南东部一

大型社区的成玉兰被一个邻居

群主给“踢”出了群。“就是

觉得我会抢她生意呗。”成玉

兰告诉经济导报记者，自己所

住的小区比较大，有 2 0 0 0多

户。这两年兴起了团购，正好

她因为工作原因经常出国，就顺

带做起了海外代购，以衣服、化

妆品为主。

为了方便同一个小区的邻居

购买，她也建了团购群，大家一

起拼团买，价格上能更优惠。当

然为了方便购买其他的东西，成

玉兰也加入了小区的其他微信

群，“水果、海参燕窝、服装等

卖啥的都有。”

同住这一小区的李军宜

告诉经济导报记者，现在小

区做团购的非常多。有人统

计过，单是团购水果的群就

有 1 1个，竞争相当激烈。别

说是被踢出群，竞争对手一

言不合就在群里“开撕”的情

况也不少见。

李军宜认为，说到底还是

大家都看好了社区团购这块大

蛋糕，有什么好东西群主在群

里招呼一声，要买的业主接

龙，先预订再发货，没有库

存，运费更是省很多，组织团

购的群主利润可观，大家也能

吃到新鲜且价格实惠的果蔬、

海鲜等。

还有更“先进”的“直播

群”。“韵妈”是一位宝妈，

做直播群一年多了。“群里卖

的都是一些品牌的内购货品或

者过季打折商品，利润比较

低，好在销量不错。”“韵

妈”告诉经济导报记者，前段

时间某大牌做了一次员工内购

会，商品价格很有吸引力。一

个朋友见她的团购做得不错，

就把内购会的活动介绍给她。

“韵妈”顺利接手这单生意，

发到直播群里，“5件起团”，

没想到群里的朋友购买热情很

高，销量很不错。“衣服本身

价格比较低了，没有多少利

润，我就赚个‘代购费’，每

件衣服20元，现场的售货员和

我每人10块。”

相比传统卖场高昂的店

租、人工费用支出，社群团

购这种几乎没有成本、没有

库存压力的营销方式，其优

势和竞争力可见一斑。

电商社区便利店挑战传统卖场

你有大店面 我有团购群

使用内燃机的

车辆行驶 2 0 万公

里，寿命只减少了

1/5左右。电动汽车

开两年后，续航能

力就会降低至一半

到2/3，而且车辆的

修复和再利用除了

厂家外，没有第三

方能做到

电商平台在多个大社区布局便利店 杨学萍 摄

◆导报记者 王伟 济南报道

12日，山东省消协发布家装市场

消费调查报告。本次调查覆盖山东省5

个城市，分别是济南、青岛、淄博、

潍坊。调查发现，家装合同猫腻多，

陷阱重重，不正当的营销方式时有发

生。34%的被访者经历过装修合同存在

猫腻，语言含糊不清、暗藏陷阱。

一些家装合同暗藏陷阱

调查显示，34%的被访者经历过装

修合同存在猫腻，语言含糊不清、暗

藏陷阱。

目前，家装市场竞争激烈，有些

商家为了赢得更多客户往往会故意夸

大卖点、隐瞒事实信息、承诺各类优

惠条件，然后在合同条款上做手脚，

比如双方权利义务上约定不明确、不

对等，违约后承担的赔偿责任不清晰

等。事后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很难

按照合同条款有效维权，商家就能顺

利逃避责任。

工期拖延、管理混乱等常见

调查显示，33%的被访者称经历过

工期拖延，32%的被访者称施工团队管理

混乱，31%的被访者称家装公司收费不标

准，26%的被访者称售后服务不完善。

装修是一项比较复杂的工程，需

要整合多种资源，从而实现设计、施

工、家居配置一体化的过程。而在这

过程中，需要做的事情琐碎复杂，这

就需要选择的装修公司有着过硬的管

理能力。

由于行业管理机制不完善，行业

标准不能有效落实，导致工程质量参

差不齐、鱼龙混杂。很多装修延期工

程源于许多家装公司片面追求订单，

而没有合理分析自身对于施工、安装

等的调度能力，不曾认真细致地对工

程进行分析，做出合理的施工计划，

施工团队管理不善，最后导致许多工

程在实施中与约定脱节。

而有的装修公司在开始施工后，

设计方案不停地改动，也是工期拖延

的一大原因。方案的改动一是因为业

主前期没有确认清楚等到施工后才觉

得不妥而要求修改；二是因为装修公

司为增加预算，设计师或施工团队以

各种理由提出。

“黑家装”投诉量上升

调查显示，25%被访者称遭遇到家

装材料以次充好，22%被访者称家装公

司弄虚作假，21%被访者称家装材料环

保指标不达标。

从近些年家装市场的投诉来看，

正规家装企业的投诉量减少，而有关

“黑家装”的投诉量呈上升态势，主

要是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不按合同

施工等问题。

调查显示，54%的被访者最感兴趣

的家装活动为价格促销，在装修预算

少的情况下，装修价格不得不考虑。

而目前家装市场消费主力为25-45岁青

壮年，并不懂装修，大多选择整体家

装，软硬装全包。家装市场竞争激

烈，为了争夺客户，不良商家宣传活

动打出超低价的噱头，实际在材料上

以次充好，操作过程中也偷工减料，

以牟取更多利益。

市场监管存在盲区

调查显示，在出现家装纠纷时，

84%的被访者会自己找商家解决，少数人

会向消协投诉，极少有人走法律途径。

目前家装行业竞争无序，“潜规

则”众多，市场中充斥着缺乏专业资

质和专业施工人员的小家装企业，施

工不规范，随意性强。一旦出现问

题，要么对客户不理不睬，要么干脆

“卷铺盖跑路”。

就目前来看，家装市场的监管存

在盲区，对于家装企业的资质等要求

缺少相应的法律法规，建设主管部门

对此的管理范围不明确，质检标准与

行业规范细则不够完善，鉴定困难，程

序繁琐，使得出现家装纠纷后，客户投

诉维权困难，最终选择不了了之。

省消协发布家装市场调查报告

超过三成被访者

经历过合同“猫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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