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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奔驰350汽车国内市场价139.8万
元，国外零售价约56.5万元；路虎发现在国内
售价118.8万元，海外仅为31.34万元；宝马X5
国内售价88.7万元，海外仅30.74万元。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沈建军说，国内进口车市场垄断最突出的表现
就是价格居高不下，厂商利润显著超过全球平
均水平，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高价的缘由：
税高？ “钱多人傻”？

多年来，对于进口车的殊高价格，汽车业
内人士从未清楚说明其中缘由， 始终含糊其
辞：要么说高档进口车在中国卖得贵，是因为
税高；要么推说中国“钱多人傻”，号称是纯市
场行为，暴利是“愿打愿挨”，供求关系所致。

然而果真如此？

稍微算算账就会知道， 这种说法站不住
脚。 从事20多年进口汽车经营的上海汽车进
出口有限公司整车进口事业部总监高济华介
绍， 我国进口汽车关税为25%， 增值税为
17%， 消费税分7档， 最高为40%， 即使以排
量4.0升以上、 税额最高的情况测算， 一辆进
口车应缴税额为车价的1.4375倍， 国内销售
很多进口车价格是国外同款产品的3倍， 显然
存在暴利。

上海外高桥汽车市场总裁张敏说，“同一
款车型，刨除税收因素，价格在全世界都是可
比的。事实是，中国进口汽车的价格远远超过
全球其它市场。”他进一步指出，外国车厂在华
销售高档进口车的利润高于国际平均30%上
下，靠的就是垄断。

是正常市场行为，
还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攫取如此超额利润， 是否如有些人说

的是由于供求关系决定的， 厂家有权设置
指导价格， 是正常的市场行为， 并不存在
垄断呢？

反垄断研究专家、 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魏士廪不认同这种观点。 “厂商确实有权设
置指导价、 建议价， 但不能限定、 制定转售
价格， 也不能因为特许经营违反反垄断法。
特许经营如果不是投资关系， 只是相对交易
人， 如果限制、 限定价格， 显然是违法。 也
就是说， 厂方如果规定经销店最低限价， 就
是垄断行为。” 他说。

高济华等多名长期从事进口汽车经营的
人士向记者证实，国外厂商限定国内经销商售
价的行为长期存在。

一位经营者日本、德国、法国等多家品牌
4S店的负责人说：“他们非常谨慎， 从来都是
口头限定，不留书面证据。因为明知是违法的，
有的汽车巨头，前几年还在国内搞‘价格委员
会’，就是把经销商秘密召集起来限定价格，后
来被人举报后不敢公开再搞。但现在，毫无疑

问也通过各种手段垄断销售价格。如果经销商
敢卖低价，就会用‘扣资源’‘商务政策’等多种
手段严厉惩罚。”

除了限价还控制渠道
张敏分析， 一辆高级奔驰车， 完税后

国外厂商还有30多万元利润， 保时捷、 路
虎等品牌就可能更高。 这样的暴利在全世
界都不可能有， 显然就是其涉嫌垄断的行
为造成的。

而且， 进口汽车的垄断问题还不止价格
那么简单。 除了限价销售外， 车厂强推4S店
形式、 垄断零配件配售、 禁止经销商跨区域
销售等行为， 都涉嫌垄断。

“进口汽车天价零配件就是因为垄断销
售；禁止跨区域销售，还是为了限价。种种现象
已经表明，高档进口车在华销售产生的超额利
润，真正原因是控制了渠道，也就是垄断。只不
过有的行为比较隐蔽，需要取证调查而已。”魏
士廪这样说。 （据新华社上海8月20日电）

我国已连年成为全球汽车产销最大市场，
然而，许多进口汽车却在“最好的市场”卖“最高
的价格”。

一些高档进口汽车，在国内售价竟是国外的3
倍甚至更高，绝不仅仅是我国税额较高造成的。一
些所谓价高乃由于市场供求关系所致的论点，显
然更站不住脚。 而那些甚至把这种垄断暴利归结
于中国消费者“人傻钱多”的说法，则堪称荒谬。

事实已经很清楚， 国外汽车企业利用现行
有关规定的漏洞，完全控制了销售渠道，并且以
或明或暗各种方式控制销售限价， 赚取了比全
世界任何一个市场高得多的超额利润， 实际上
涉嫌严重的垄断问题。 一些国内经销商向记者
反映， 某些国外厂商还在华要求经销商向其支
付高额“咨询费”以获得经营权的问题，这是否
涉嫌商业贿赂等违法也值得深究。

一面赚得盆满钵满， 一面是长期侵害中国
消费者， 某些进口汽车品牌这样的行径引起社
会舆论的强烈关注， 普遍呼吁职能部门启动反
垄断调查，还消费者公平。

反垄断促进公平，惠及民生，有关职能部门不
能对这样的民意诉求熟视无睹，更不能束手无策。
对于显而易见的“不正常”现象，该出手时就出手；
对于那些显然已经不适应当前市场的旧政策，则
该改不妨抓紧改。 （新华社上海8月20日电）

新华社北京8月20日电 记者20日从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反垄断部门相关人士处获
悉， 价格监督和反垄断部门密切关注进口和合
资汽车领域的价格问题已经不下两年。 这位人
士没有透露具体的反垄断调查时间表。

这位熟悉反垄断工作的人士说， 两年前，
新华社有关报道披露了中国大陆市场进口和合
资汽车价格畸高等问题， 我国反垄断部门就开
始密切关注这个问题。

据社会科学院反垄断专家介绍，国外对大型
公司垄断行为的调查往往要经历数年。同美国等
国家相比，我国反垄断部门成立不过数年，面临
人手不足，经费紧张等问题，对众多行业存在的
垄断问题往往只能选择相对重大或紧迫的问题。

报销难：
退休老人被迫“空巢”
农民工“攒病”回家
户口在江苏的李大爷随儿子住

在北京，因病每天要去门诊做腹膜透
析， 每月花费7000元， 医保仅报销
20%。“这还是就诊医院开恩给开了住
院发票，门诊一分不报。 ”李大爷的儿
媳小梅说，“每次都是攒够一定数把
单据寄回去请亲戚代报，什么时候能
拿到钱没谱，还可能因盖章不全单据
不够而泡汤。 ”

截至2012年底， 我国60岁以上老
年人口数量达到1.94亿。随着独生子女
一代的成长， 父母随迁子女的越来越
多， 异地医保报销成为他们的最大难
题，有的不得不放弃报销权益，有的则
因为经济负担而被迫在家“空巢”。

一个转诊单要盖五六个章、在规
定时间内报销、看病单据来回核……

“报销一次跑断腿” 的经历还困扰着
在外务工人员。

安徽六安市金寨县农民杨某，在
外打工查出胆囊结石，他忍痛干活几
个月， 直到年底才回家住院动手术。

“一进医院，没个好几千出不来，回家
还报不了多少， 有病就扛到回家再
看。 ”他说。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共有2.3亿流
动人口， 其中跨省流动人口占比达
67.2%。 他们虽然有医保，却很难享受
实惠。

联网困：
难在技术还是“卡”在利益

跨省就医直报“卡”在哪里？ 卫生
计生委基层卫生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从新农合角度来说， 信息化建设滞
后、省级结算中心没有建立，这是推
进跨省报销的主要难度。

“目前地方探索都只是区域间的
合作，而且是逐个医院与逐个统筹地
区‘多对多’地签订协议，推进速度快
不起来。 ”安徽省卫生厅工作人员说。

各省之间医院收费水平不一、诊
疗项目不一、 报销药品目录不一，导
致核查、控费难，这也是跨省报销难
的原因。

“跨省报销难在联网，但并不难
在联网技术， 而是难在政策和决心，
最关键的是政府如何解决其中的利
益冲突问题。 ”有关专家直言，实行异
地就医直报，从政府角度来说，有点

“花钱买亏”，不仅信息系统的建设需
要投入不小的财力，而且还会导致医
疗资金外流，这使得很多地方都没有
动力去推进这一政策。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
心副教授韩克庆认为，参保居民在本

地看病，钱是从左兜到右兜，而跨省就
医则是“把钱放别人兜里”。 我国医保
制度的属地化管理， 很容易形成地方
利益保护。

百姓问：
何时才能享受跨省直报

国家“试点跨省就医直报”的消
息一出，引起网友广泛关注。 他们的
留言中流露出既喜又忧的纠结：何时
自己才能享受跨省直报？

受访专家普遍认为，随着人口流
动加剧， 跨省就医量也越来越大，这
成为一个难以忽略的民生需求。 而实
现异地就医直报的前提是提高医保
统筹层次。 同时要建立全国联网的医
疗信息平台，让医保部门能够跨省调
阅诊疗信息。

同时， 受访专家还提醒， 推进
异地就医直报， 还要防止大量患者
流向大城市大医院， 这不仅会加剧
看病难， 而且可能引发基层医保基
金风险。

此外， 一些基层医保部门还建
议，当地医保水平仅能满足本地医疗
条件的诊疗，外出务工人员到大城市
看病比较贵，其间的差价，大城市应
给予一定比例的补偿。“他们毕竟是
为了大城市的建设发展流血流汗，也
应该享受到一定的服务。 ”

（据新华社北京8月2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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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时评

新华社记者 陆文军

国家发改委：

密切关注进口汽车
价格畸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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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琐，还常常因各种原因报销不了，导致众多流动人口有
“保”难“报”。 跨省就医直报“卡”了多少人？ “卡”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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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上海外高桥汽车码头停放着的进口汽车。 新华社发

“反垄断调查”
该出手时应出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