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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抢险”成了必选项
不续保可能要不回押金

按揭买车，套路知多少？
想要买车的消费者，稍加留意或者随便去4S店转一圈，就会收
到很多分期付款、按揭买车的信息，4S店的销售员也会力推汽车金
融。汽车金融，是否真如看起来那么美好？最近，金报315直通车接
到了好几位消费者关于汽车金融的质疑，记者查询12345政务咨询
服务中心热线，这方面的投诉也不在少数。
上周末，记者走访了几家4S店，一探汽车金融的真面目。

购车贷款

“0”利率
资料图片

□金报记者 王冬晓

“早知道你要全款买车，
就不跟你说那么多了”
环城北路聚集了不少汽车4S
店，上周末，记者来到这里，主要
体验了大众、斯柯达、福特等品
牌的汽车金融。位于镇海蛟川俞
范东路上的海景4S店，主要销售
上汽大众品牌的汽车。看记者进
门， 一名姓 崔 的 工 作 人 员 迎 上
来，询问购车意向。
“车子选好了没？ 看中哪一
款了？”
“这款1.6的POLO多少钱？”
“裸车10万多，按揭的话优
惠8000元。”
“全款能优惠多少？”
“全款只能优惠5000元。”
“没社保的话，贷款按揭好
不好办？利息高不高？”
“我们厂方金融做按揭，一
张身份证、 一个驾驶证就能办，
今天申请明天就能批，零利率。”
“不能在银行贷款吗？”
“可以的，我们有指定的银
行，可以做按揭。但是需要提供

社保证明、 银行流水号和其他材
料，审批没那么快。”
随后，崔小姐拿来计算器帮记
者算起了“上路价”：首付五成，大
概6.9万，按揭两年零利率，需要手
续费4000元钱， 按揭押金1000元
……
全款买车少优惠3000元，按揭
的话又多出4000元手续费，总体来
说全款买车更优惠一些，但崔小姐
承诺记者，按揭手续费还可以再优
惠，订车的话还有大礼包送。“按揭
又不要利息， 你拿着现金存理财，
年化收益率5%，5万元钱两年收益
5000元，一年车险赚回来了。”
在 环 城 北 路 的 其 他 几 家 4S
店， 销售人员也极力向记者推荐
按揭买车。 一位汽车销售打电话
跟踪顾客意向， 当记者说想要全
款时，对方无奈地说了一句：“早
知道你全款买车， 我就不跟你说
那么多了，我们按揭有考核，不达
标是要扣钱的。”

按揭贷款暗含附加条件
车险不续保押金可能不退
“厂方金融”把贷款免息和车价让
利进行组合打包，给用户送上“综合红
利”，然而这并非“一马平川”的透明
消费，其中暗含着一些附加条款。
记者注意到，部分4S店要求按揭
用户必须交纳1000元钱的按揭押金。
作为约束条款，用户须在4S店指定的
车险公司购买保险。当然，在签合同
之前，销售人员并不会刻意强调这条
款项，而是用“推荐”“建议”或者更
委婉的方式暗示你。
在腾峰4S店，刘经理拿出一张客
户意向单计算三年按揭零利率的
“上路价”，记者注意到，第三方保险
服务一栏中备注了 “免费赠送客户
三年盗抢险”。记者询问:“这是不是
意味着按揭三年的车险都要在4S店
买”？刘经理并未正面回答，解释道：
“第一年盗抢险在我们这里买的，剩
余两年尽量还在我们这里买。”
“如果不在4S店续保，押金是不

是要不回来了？”
“建议你在4S店续保。”
记者从宁波市12345政务咨询服务
中心了解到，车险未在4S店续保造成按
揭押金退不回来的投诉并不少见。
“去年3月按揭买的车子在4S店投
保的，2月初就接到不少车险电话，价格
都差不多，但是有的公司增值服务比较
多，4S店里买的服务没那么多， 所以我
就拒绝了续保，但很快业务员电话打过
来说，如果不续保按揭押金不退。”邵先
生告诉记者。
“4S店内出售的新车如果在驻店的
保险公司购买商业险， 保险公司就会以
‘送修费’为名，将保额按一定比例‘返
点’给4S店，这也成了4S店的一项重要
收入，而保险公司的业绩也就上来了。”
业内人士称，“在后期保险维修时，4S店
又会将一部分维修费‘返点’给保险公
司，无论谁给谁‘返点’，这钱都是从消
费者口袋里拿出去的。”

厂方金融做按揭
“盗抢险”成必选项
从让利幅度，到大礼包赠送，
再到销售承诺的售后工时优惠、
免费洗车等，一波一波“红包 ”
砸向按揭客户。 那么，4S店为什
么极力推荐汽车金融呢？
记者在海景4S店了解到，按
揭买车的客户购买车险， 必须是
4S店指定的保险公司。“我们合作
的，都是大公司，当然也有小的保
险公司，你可能没听过，但价格和
外面是一样的。”海景4S店崔经理
给记者选了几个险种， 除了一般
险种，“盗抢险”列入其中。
“为什么要保盗抢险？”
“按揭买车的客户必须要保
盗抢险，因为我们厂方金融给你
做了贷款按揭，为了保障车子被
盗抢后厂方金融的利益不受损，
这个盗抢险是必选项。”
“盗抢险一年多少钱？”
“这个要看裸车价，低的三
百，高的七八百块钱。”
“现在哪还有人盗抢汽车

啊，这个险种根本没必要。”
“如果办按揭， 这个是必选
项，你去看下，其他家也一样。”
记者了解到，盗抢险不是强制
购买的， 属于商业险的一部分，可
以按买车人的意愿来选择购买。
随后，记者来到位于慈海南路
的宁波腾峰汽车销售店，得到了相
同的回答。
“你贷款 买 车 ， 我 们 大 众 金
融给你做按揭， 万一车子被盗被
抢了， 金融公司的利益必须要保
证。” 一位刘姓销售人员告诉记
者， 大众金融是盗抢险的第一受
益人。
“既 然 金 融 公 司 是 第 一 受 益
人， 为什么盗抢险要让我们买，你
们自己应该掏这个钱啊 …… ” 记
者问。
“喏，你看按揭买车有优惠，
我们公司给你免了三年盗抢险啊
……”

一周金融市场评述

美指周线连录得三条阳线

短线运行仍未确定方向

美指上周先抑后扬，日线走出深V行情，全周
波幅逾1%。 当周美指开盘报89.972， 最低下探
89.399， 最 高 触 碰 90.376， 尾 盘 报 90.120， 周 内 微
涨0.16%。从周K线图看，虽然美指连续第三周收
出阳线，但却依然未能脱离前期运行区间，后期走
势尚未展现出明确的方向性。
上周 影 响 主 要 货 币 汇率 运 行 的 因 素 不 在 少
数， 其中至为重要的几项政治事件分别是德国政
府有望结长达五个月的空转状态、 意大利议会不
出意料地出现了“悬峙”和东亚地缘政策危机突
现转机；而在经济方面，欧洲央行周四议息决议向
着退出量化宽松的目标迈出了一小步、 美国总统
特朗普正式开启对进口自除加拿大和墨西哥之外
国家钢铝产品的“双反”以及周五美国公布靓丽
的2月非农数据则吸引了无数投资者的眼球。
近日德国基民盟和社民党达成组建执政联盟
的协议，现任“看守政府”总理默克尔最快有望在
本月中旬开始展开其第四个总理任期， 这也为德
法共同推进欧元区改革计划铺平了道路。 受此因
素提振，欧元/美元在周初一度强势走高。但来自
意大利政坛的坏消息却令投资者感到不安。 最终
计票结果显示，意大利出现“悬峙”议会，疑欧和
反建制党派异军突起，其中“五星运动党”甚至成
为意国内第一大党。这一局面拖累欧元，周一欧元
/美元在欧洲交易时段下跌至1.2267的近半年来
低点。周四，欧洲央行议息会议宣布摒弃“必要时

增加购债”的承诺，事实上为退出刺激计划作
了铺垫，欧元/美元之后出现跳涨，但随后央行
总裁德拉吉却在承认欧洲经济增长加快的同
时对该地区通胀依然疲弱的状况发出了警告，
他同时还认为不断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对全
球经济复苏构成威胁。德拉吉新闻发布会后欧
元/美元再度转为下跌。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正式签署对向美国出
口的钢铝课征关税的行政命令，由此引发了欧
盟和中国在内的主要经济体的强烈反应，甚至
白宫内部一向倡导自由贸易的国家经济委员
会主任柯恩也因与特朗普在该问题上的存在
分歧而宣布辞职。该事件导致美指下跌。但在
周五， 受到2月非农数据大大超出预期这一因
素的提振，美指周线最终还是在消化诸多不利
因素后收涨。数据显示，美国2月非农就业人口
大增31.3万人，远超市场预期的20万人，但时
薪增幅却仅为2.6%，不及预期的2.8%。
从技术面看，短线美指仍将在88-91的区
间运行，周内倾向逢高做空欧元，目标看1.22；
倾向逢低做多美元兑日元， 目标看108一线。
（分析师 周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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