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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换一遍

花的钱能买12辆同款新车？

中保协、中汽修协首次发布国内常见车型零整比数据，或对车险定价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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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由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中国汽

车维修协会联合成立的项目组， 先后开展

了零整比分析模型设计， 常见车型选取等

大量工作。研究范围涵盖整车销售价格5万

至50万元以上、44个汽车品牌的上百个常

见车型， 此次发布的只是其中的18个车型

的零整比系数，涉及的整车销售价格，采用

的是各车型厂商指导价， 而涉及的配件原

厂名称、原厂编码等数据，则由专业调研公

司采集，采集时间节点为2014年3月。

两协会的数据显示，不同汽车品牌、车

型之间的维修价格差异较大， 尤其是在相

同价格区内，各车型间相同部位，相同功能

件的价格差异巨大， 而配件价格的高低直

接决定了维修成本的高低。 即使新车价位

相同， 如果消费者购买了零整比系数较高

的车型， 就意味着后续使用过程可能需要

支付相对较高的维修成本。

记者留意到， 昨日公布的18个车型整

车配件零整比系数中，18个车型中系数最

高的为1273%，最低的为271.6%，最高值是

最低值的4.7倍。

相关专家表示，发布零整比数据，可让

消费者较为清楚地了解到更换零部件的维

修成本和整车价格之间的关联， 进而了解

各品牌、各车型之间的维修成本差异，能够

在现有条件下更大程度地提升消费者知情

权和选择权。

当你知道更换一辆雅力士汽车全部零

配件的价格总和可以购买7辆新的雅力士

汽车时， 又或是当你知道更换一辆北京奔

驰W204全部零配件的价格总和相当于购

买12辆新的该车时……或许你以后买车

时，会关注一下这辆车的维修成本了！

昨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中国汽车维

修协会联合发布国内常见车型零整比系数

研究成果， 首次披露了18种常见车型的

“整车配件零整比”和“50项易损配件零

整比”两个重要系数。

所谓“整车配件零整比”，顾名思义就

是配件与整车销售价格的比值， 即市场上

车辆全部零配件的价格之和与整车销售价

格的比值。 简单来说， 系数为1273％的车

型，如果更换所有配件，所花的费用将可以

买12辆同款新车。

业内人士表示， 首个零整比数据的披

露将在汽车保险领域产生重大影响， 在相

关数据基础上， 未来零整比将成为保险公

司车险定价的参考因素之一。

不仅如此， 零整比的公布还会影响到汽车销售

市场。首先，是消费者会更理性地选择，在了解到更

换零部件的成本后，同样购买50万元价位的车，消费

者可能会选择维修成本更小的车辆。此外，汽车公司

也会受影响， 如果同一档次的汽车年保费相差高达

几千元，可能就会影响消费者的最终选择，在竞争激

烈的市场环境下， 汽车厂家就会对新车价格或零部

件价格进行调整。

“国外汽车的零整比一般在3倍左右。”在谈到

零整比数据时，中汽修协的相关人士如此表示。

面对北京奔驰W204的零整比高达1273.31%的情

况，该人士认为，这是一种不合理的水平，相比之下，

国外一般的水平都是在300%左右。 这是因为零配件

需要发到全国各地的维修厂，需单独包装，存放周期

长，价格适度高于生产线上的价格是合理的。高多少

合适呢，一般是3倍左右，当然这不是一个绝对值。

有人认为，进口车的一些零配件来自国外，包括

运输、关税等成本，导致零整比较高。对此，中汽修协

的人士认为， 的确有这样一些因素， 但影响不会太

大。因为中国的一些零配件运到美国，再运到中国之

后发现还有利可图。他认为，有些零配件之所以定价

高，是因为没有其他品牌的零配件来竞争，让零配件

市场充分竞争，能够促使其定价趋向于合理。

所谓“零整比”，顾

名思义就是配件与整

车销售价格的比值，即

市场上车辆全部零配

件的价格之和与整车

销售价格的比值。

通俗地讲，如果一

辆车整车售价是

10

万

元，但是单独购买所有

零配件需要

30

万元，其

零 整 比 就 是

30/10 =

300%

。

如果消费者购买

了零整比系数较高的

车型，就意味着后续使

用过程可能需要支付

相对较高的维修成本。

零整比

若系数较高，

维修成本或较高

●影响

车险定价

“零整比”高的车，今后车险或贵些

保险业人士认为， 零整比的披露将对我国车险

定价产生重大影响，为车险费率市场化铺路。

昨日上午，中保协专家组专家毕欣告诉记者，影

响车险成本原因多样，包括人伤成本、安全系数、驾

驶习惯，零件价格是其中之一。国外车险定价中一直

考虑零件成本，随着对所有车型零整比的公布，今后

国内车险定价肯定会参考这一系数。

“目前我国车险定价主要参考因素是新车购置

价，这不太科学！”一名车险负责人举例说，目前，售

价同样为50万元的汽车，其车险的保费价格相同，但

如果两车型的零整比悬殊，那么出险后，保险公司的

赔付金额也会相差很多。

一些业内人士介绍， 今后零整比可能会被引入

车险的定价环节，同样价位的车，零整比高的车险费

用理论上要贵些。

销售市场

消费者知情权增加，或倒逼新车降价

“慕尼黑啤酒节—成都之旅”正式起航

30万升HB皇家啤酒整装待发

慕尼黑啤酒节又称“十月节”，起源于1810年，当时为庆祝王子迎娶特蕾西亚公主，举行了赛

马盛会，并提供免费的啤酒和食品与全城的百姓一起饮酒狂欢，因深受百姓拥趸而流传至今。每年

九月末至十月初在德国的慕尼黑举行，持续两周。慕尼黑啤酒节期间，接待来自全世界的游客达

700万人。2013年慕尼黑啤酒节，现场共消费了600万升啤酒，114头公牛，58头小牛以及50万只

烤鸡，酒品、食物消耗数量之大可谓世界各类节日之最，慕尼黑啤酒节乃是名副其实的世界上最大

的狂欢活动。

2014首届“慕尼黑啤酒节———成都之旅”获得了慕尼黑啤酒节德国境外的唯一授权，从模式

到理念再到各个细节均体现出原汁原味德国特色，最大限度展现世界第一大节日的狂欢盛况。

本次“成都之旅”选用德国第一

大啤酒品牌———HB皇家啤酒。它采用

纯小麦酿造，精选澳洲的麦芽、德国纯

正啤酒酵母与酒花。 其酿造期比一般

啤酒长一倍，泡沫洁白且丰富细腻，脂

香味浓，挂杯持久，啤酒的麦香混合着

酵母的香气，馥郁香醇，充分体现了高

级德国啤酒高比例的原麦汁和真材实

料， 显示出了德国啤酒最高标准的技

术水准。

经典德餐———全新味蕾体验

“慕尼黑啤酒节———成都之旅”

期间， 为了给成都市民游客呈现一场

原汁原味巴伐利亚式的啤酒节， 组委

会将让德式美食原装上阵，德式冷拼、

德国咸猪肘、德国香肠、德式烤鱼，这

些经典的德餐样式将会出现在此次啤

酒节上。在美食之乡成都，川菜当属美

食花魁，与辛香的川菜相比，德式美食

则更多偏重细腻的烹饪和健康营养的

美食主张。 将为参节游客带来异域别

致的味蕾体验。

在此基础上， 慕尼黑啤酒节成都

之旅组委会还聘请了五星级酒店的专

业德餐烹饪专家， 亲临现场进行餐点

设计，将经典德餐进行再次升级，力求

定制出既能体现德国特色又能满足成

都人民饮食习惯的风味餐点。

“慕尼黑啤酒节———成都之旅”特别

邀 请 慕 尼 黑 啤 酒 节 专 属 驻 场 乐 队

BAVARIA� PARTY� BAND，乐队的每个成

员都拥有丰富的啤酒节现场表演经验，作

为现场狂欢的发动机， 他们懂得如何制造

激情派对氛围，让现场欢乐值达到最高点。

此次，BAVARIA� PARTY� BAND也将随

“慕尼黑啤酒节———成都之旅”来到幸福成

都，为成都带来更多音乐享受与活力体验，

呈现万人狂欢的盛况，颠覆你的视听感受。

德国金牌酒娘———专业优质服务

本次啤酒节将邀请慕尼黑啤酒节上金

牌酒娘前来参节，她们拥有丰富的经验，在

慕尼黑啤酒节上专门服务于各国政要。她

们可能并不年轻，但绝对受过专业培训，身

手矫健，身怀绝技，一次能抱起十二个1升

大扎啤杯，拥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

本事，可在密集人群中灵巧穿梭，她们诠释

了力量并不是属于男人的专利。 她们将同

中国酒娘们一起身着巴伐利亚风格的啤酒

节传统服饰，全程提供最优质贴心的服务，

届时， 每一位酒迷食客都能够享受到贵宾

级的礼遇。

5月22日，“慕尼黑啤酒节———成都之

旅”开幕首日将完整地再现慕尼黑啤酒节

的传统开篷仪式， 来自德国的巴伐利亚乐

队将奉献精彩的演出， 让热情奔放的巴伐

利亚风和自由、 激情的狂欢精神席卷蓉城

的五月。 我们将持续对 “慕尼黑啤酒

节———成都之旅”进行跟进报道，以供成

都市民对 “慕尼黑啤酒节———成都之旅”

进行更多了解。

德国第一大啤酒品牌———

HB皇家啤酒尽情畅饮

慕尼黑啤酒节

专属驻场乐队

———唱醉蓉城夏夜

中汽修协人士：

零整比过高不合理

18款车型零整比

最高是最低的4.7倍

●数据

●声音

●昨日公布的18个车

型涵盖了当前市场不同档

次热门车型，从悦动、凯越、

宝来，到奥迪、宝马、奔驰的

部分车型。

● 18个车型零整比

中， 最低的是悦动 ，为

271.6%，最高的是北京奔

驰C级W204， 为1273%。

最高值是最低值的4.7倍。

●其他车型中， 奥迪

A6L为411%， 卡罗拉为

625%， 雅力士为720%。

这意味着这三种车型购买

全部零件攒出整车分别需

要花费整车价格的4倍、6

倍、7倍以上。

（制图 王雪）

看看零整比报告上有你的车吗？

最低 悦动

271.62%

最高 北京奔驰C级W204

1273.31%

●

详

解

1

2

昨日晚8点过， 在新都区斑竹园镇兴

城大道旁，3名下井施工的工人发生意外，

一名工友随后下井试图施救， 也遭遇险

境。最终，包括施救者在内的3人死亡，还

有一人被送往医院抢救。

据家住附近的李先生介绍，昨晚8点

过，突然听到有人喊救命，他跑过去，发现

在兴城大道旁的污水井底有3个人，“全

都张着嘴，说不出话。”就在众人报警时，

突然跑过来一名工友，“他非要跳下去救

人，当时我们都拦着他。”然而，该男子还

是下了井，“之后就没动静了。” 随后赶

到的消防队员将井下4人救出， 但最终3

人因抢救无效死亡， 其中包括下井救人

的男子，还有一名工人被送往了医院。

昨晚11点，成都商报记者赶到新都区

人民医院，医生称，该工人可能气体中毒

并出现溺水，已被送进重症监护室，尚未

脱离生命危险。而据一名罗姓死者的亲友

称，3名下井的工人在这里清理管道已10

来天了，下井救人的是他们的老板。昨晚，

新都区相关部门已对该事故做出紧急预案。

成都商报记者 周恒 逯望一 摄影 王效

3工人井下遇险

工友施救遇难

亲属拉着中毒者手，一男子正为其做心肺复苏

川大原副校长安小予等人

受贿窝案被立案侦查

成都商报讯 （省检 记者周茂梅）

昨

日，成都商报记者从四川省检察院确认，

经省检察院指定，近日，绵阳市检察院以

涉嫌受贿罪对四川大学原党委委员、副

校长安小予（副厅级）、四川大学规划建

设处原副处长崔波（副处级）、罗建（副

处级）立案侦查。经初步查明，安小予在

担任四川大学规划建设处处长、 校长助

理、新校区建设部副指挥长、副校长等职

务期间， 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

益，先后多次收受他人财物，已涉嫌犯罪。

崔波、 罗建在担任四川大学规划建设处

副处长期间， 多次利用职权收受他人财

物，均已涉嫌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