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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金融
“潜规则”还须当心

2016年6月26日，“你好，博越”吉
利博越品鉴会暨千人交车仪式海南站
活动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仪式
上，50辆崭新的博越正式交付海南车
主。据悉，凭借产品优势、价格优势和
用户口碑，上市仅20天，吉利博越全国
用户订车量就突破3万辆，其中海口市
的订单量已经突破600台，显示出吉利
博越强大的市场号召力。吉利博越正
在创造SUV销售的“博越速度”。

活动当天，随着博越车主交接钥匙
环节的开始，交车仪式的现场气氛也达
到了高潮。本地新车主陈先生表示：

“我对博越一见钟情。它的智能配置真
是令人惊喜，智能语音系统能识别我不
太标准的普通话，论趣驾、论安全感，博
越都是一流的。”

车主林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我准备年底结婚的，现在年轻人都喜
欢SUV，选来选去，我看到了吉利博
越。一下子我就中意了，感觉现在中国
品牌的车比以前进步很多了，内饰设计
也很棒。”

作为开启吉利SUV发展新纪元的
首款战略车型，吉利博越凭借着优秀的
产品品质、超越同级SUV的强大产品
力，引发业界及消费者的极大关注。在
博越上市公布售价之后，吉利的十足诚
意更是得到消费者的一致赞许。目前，
吉利博越的用户订车量在全国已突破
3万辆，其中宁波、杭州、乌鲁木齐、成
都、长沙、贵阳、郑州、西安、天津、上海、
深圳等多地经销商单店用户订车量已
突破500辆。

6月25日晚，优之杰马自达在海口
滨海旗舰店成功举办“未来派轿跑
SUV CX-4海南上市发布会”。

13年前，马自达6的上市开创了中
国运动型轿车的新潮流，成为一代人心
目中的经典记忆。13年后，一汽马自
达再度出发，以未来派轿跑SUV CX-
4引领SUV市场全新潮流。这是一次
情怀的接力，更是一次经典的传承。

6月21日，一汽马自达宣布，CX-
4包括2.0L和2.5L两种排量共7款车
型，售价14.08-21.58万元。此外，为
了让消费者更好体验马自达产品的独
特魅力，展现一汽马自达全新营销模式

的“一试到底”体验平台也随之正式启
动。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秦焕明、马自达汽车株式会社董事会主
席金井诚太出席此次活动。金井会长
表示：“中国是马自达全球市场最重要
的组成部分。CX-4作为马自达的一
款重要的战略车型，开启了一汽轿车与
马自达合作的新篇章。”

正如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华明耀所说：“CX-4是我们对市
场需求进行深入洞察之后，为年轻人带
来的全新风格SUV产品。将成为继马
自达6之后，一汽马自达的下一个经典
传奇。”

如今，越来越多的汽车经销商热衷于
向顾客推荐“汽车理财”，而不是销售汽车，
本末倒置了吗？

在广东佛山南海区一家奔驰4S店，销
售人员向消费者建议，如果你准备拿100
万元全款购买一辆奔驰GLS或全新S级
车型，还不如付一半车款，另一半来用“理
财”，三年后的综合收益无论怎么算都高于
全款购车的收益。

而另一半车款，由奔驰金融提供。其
“星时贷”的“5050”贷款方案资料称，顾客
可以“超低月供、低成本享受高水平金融服
务”，最快可以2小时审批。销售人员称，
奔驰金融给顾客的贷款利率为银行消费贷
款利率的70%左右。

记者在走访多家4S店后发现，销售人
员普遍向顾客推荐分期付款的购车方案。
这事出有因，汽车销售并不是经销商的主
要利润来源。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最近公布的2015
百强经销商集团数据显示，整车销售业务
毛利下滑1.66个百分点，净利润率下滑0.3
个百分点，投资回报率则从13.1%下滑至
7.7%，几近腰斩。

J·D·Power汽车零售事业部总经理
姜中军对记者表示，2015年未能盈利的经
销商比例高达50%。经销商靠卖新车盈
利的模式正逐年下滑，而汽车金融直接利
润（车贷佣金、车险返点等）占盈利来源的
比例逐渐上升到8%，已经成为经销商稳
定的盈利来源。

这意味着，在市场持续疲软的情况下，
经销商的利润重心由整车销售前端转向汽
车金融、二手车置换等汽车销售“后市场”
衍生业务。

此外，汽车金融公司对销售促进作用
进一步凸显，金融公司不仅在促进新车销
售方面作用更加显著，还能有效帮助经销
商解决流动性紧张问题，保障其稳健经营，
经销商与汽车金融公司的合作正在进一步
加深。

J·D·Power的研究数据显示，贷款购
车的比例从2008年的5%上升至2015年
的17%，并预计该渗透率在短期内快速提
升。预计到2018年，两者的渗透率将分别
达到45%和34%，这部分佣金为经销商带
来的额外利润将非常可观。

（据中国经营报）

经销商掘金
“汽车后市场”
汽车金融成新利润增长点

大众支付

102亿美元
了结“尾气门”

虽然离“尾气门”事件过去已
经9个月，但是大众集团依旧颇
受煎熬。在用户和公众没有看到
大众集团正式的赔付数字之前，
始终没有善罢甘休。

不过近日，大众终于决定出
钱补偿对用户的损失了。据彭博
报道，大众集团已同意支付约
102亿美元，以了结此前在美国
的汽车尾气排放丑闻所产生的索
赔。

该笔资金将主要用于赔偿
48.2万名2升柴油发动机车型的
车主，部分资金将用于支付政府
罚金。“尾气门”涉事车辆的车主
可自行选择由大众集团按车辆原
价进行回购，或继续保留车辆，但
由大众负责对车辆进行维修。而
无论选择何种方式，车主均将得
到最低1000美元或最高7000美
元的补偿，平均每位车主的补偿
金额为5000美元。

虽然事件不光彩，但102亿
美元的补偿金额，已经创下了汽
车界的补偿金额记录了。

同时，作为“尾气门”事件的
始作俑者前CEO文德恩（Mar-
tinWinterkorn）正被德国有关
部门进行刑事调查，一旦罪名成
立，他将面临最高5年的有期徒
刑。

且不论102亿美元的罚款对
大众的财务影响有多大，深陷“尾
气门”事件的大众集团，12个品
牌中有5个牵涉其中，已经是一
次品牌重创。

这些品牌里，还有被国人追
捧多年的保时捷和奥迪，两款车
满足了无数国人多少年来的财富
憧憬。 （据DT财经）

东风日产车展
提前开始了

东风日产都没看，怎么能买车？
您曾有没有为车展人山人海的排队购

车而烦恼？
有没有因为有心仪的价格而有喜欢的

现车而苦等？
有没有因为杂乱嘈杂的购车环境而苦

恼？
马上要进入一年一度的海南车展，相

信海南的车主朋友们早已跃跃欲试，迫不
及待想在车展期间抢购心爱的爱车一部。
可怎么面对车展人山人海的人流、现场超
过90分贝的噪音、海南户外38摄氏度的
高温？去过车展的消费者相信都会有这样
的体验。

为了让消费者们有更好的客户体验，
海南东风日产车展开始啦。不用在炎炎夏
日千里奔赴车展，即日起到7月11日，到
海南东风日产各个专营店即可提前享受车
展政策。海南东风日产为海南各大消费者
们带来多重车展政策。

活动期间任意品牌到海南东风日产各
个专营店可免费评估您的爱车，同时在车
展活动期间任意品牌置换东风日产新车，
可获得厂家千元补贴，名额有限，先到先
得。

在本次车展期间，海南东风日产推出
多种金融按揭政策，更有多种“0利息”、“0
利率”、“0月供”等方案供我们海南车主选
择。抢购东风日产全新轩逸、全新蓝鸟可
获得2年或者6万公里的免费保养，机不
可失，欢迎立即抢购。

东风日产作为海南人民喜爱的品牌，
本次车展季，给我们海南消费者们带来超
强车型阵容，超级给力优惠政策，全系钜
惠，提前开抢。

东风日产车好，关键是发动机好。东
风日产都没看，怎么能买车？东风日产车
展优惠已经提前开抢啦，欢迎咨询海南东
风日产各个专营店！

未来派轿跑SUV CX-4震撼上市 | 售价14.08-21.58万元

博越热销再添一城

“SUV视野好，动力足，带着全家
环岛旅行再好不过了，加上我们能提
供全方位的车贷，解决了资金不足的
问题，利息也并不高，您不用犹豫了。”
在海口某4S店，一位正在选车的赵先
生，听从了销售代表的建议，改变了之
前打算买一辆10万元左右的经济型
轿车的决定，换成了一辆20多万元的
SUV。“以往许多自主品牌的汽车金
融服务相对少，现在简直成了“标配”，
消费者也觉得习惯了，越来越容易接

受了。”
“买车的客户越来越多地选择汽

车金融服务，尤其是年轻车主增长得
特别快。相较于宝马、奔驰、奥迪等品
牌的豪华汽车，许多经济型车用户也
很乐意选择汽车金融服务。大家现在
都有投资意识了，虽然本身买的车不
贵，但是车贷利息不高，一部分钱拿来
投资也觉得不错。”该4S店经理张女
士表示。

记者在各主流品牌4S店发现，除

了少数厂家支持的“0利率0手续费”
的热推车型，大多数车型提供的金融
方案围绕“低利率”或“低手续费”，按
照1-5年的按揭方案计算，对经销商
而言同样也有不少利润。

据了解，在经销商利润占比中，车
贷增长势头不减。过去数年中，车贷的
比例已从2008年的5%上升到2015年
的17%，并且预计在短期内仍将快速提
升。业内人士预计，汽车金融将成为未
来经销商利润新的增长点。

有过买车经历或是
有意向买车的朋友，常常
会发现，看车时的价位总
是高过自己的预期价位，
明明只想要10万元的代
步车，但最后办下来的通
常是20万的中档车。因
为这样的心理，“车贷”就
成了解决高消费需求的
有效途径。

与此同时，在车市不
景气的大环境下，汽车经
销商的压力与日俱增。
经销商普遍的新车销售
盈利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反之，汽车金融直接利
润，即车贷佣金占盈利来
源的比例逐渐上升，已经
成为经销商稳定的盈利
来源，“汽车金融”服务已
渐渐成为经销商的“宠
儿”。

根据《2015 年中国
汽车金融公司行业发展
报告》显示，在车贷市场，
传统的格局主要是银行
信贷占据主流地位。但
在看到市场巨大潜力之
后，各路资本已成为逐鹿
车 贷 市 场 的“ 豪
杰”。去年传统车
贷业务继续萎缩，
占比仅为13%；各
家银行力推的信用
卡分期购车则继续
上升，占比达51%，成为
主流贷款购车方式；汽车
金融公司贷款逐年攀升，
占比为36%，车贷市场正
在发生深刻变化。

“你家能用京东的汽车‘白条’买
车吗？”刚毕业工作不久的海口小白领
刘小姐咨询她心仪已久的某品牌车
4S店客服。

随着购车一族的年轻化趋势，尤
其是作为新生代购买主力军的“80
后”“90后”，更乐意使用贷款买车，对

车贷的便捷性也更为关注，P2P车贷
也随之异军突起。

记者在“京东金融”平台上，发现
了“汽车白条”字样，其广告语也是极
具诱惑力，“打白条买车，月供零压
力。”据了解，各互联网巨头也都着手
联合各种金融机构和众多汽车品牌

4S店打造P2P购车贷款模式。
截至目前，全国涉及车贷业务

的 p2p 平台达到 1300 多家。消费
者只需提交申请，即可迅速获知贷
款授信额度，快捷方便，解决了很多
年轻客户消费力旺盛但资金不足的
燃眉之急。

面对种类繁多的放款机构，购车
者应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贷款产
品？业内人士建议，应综合考虑首付
比例、分期数、贷款限额、贷款利率、担
保方式（信用贷款还是抵质押贷款）、
能否提前还款等诸多因素。

在首付比例方面，多数放
款机构将比例控制在
30%到40%之间，但出

于抢占市场份额的考虑，也有不少银
行推出了“0首付”的优惠；从贷款分
期数看，各放款机构则“步调一致”，目
前均推出了1年期、2年期、3年期产
品。

针对借款人最关心的贷款利率问
题，记者了解到，由于银行的授信门槛
相对较高，其资金价格也较低，年利率
通常在5%至7%之间，P2P网贷机构

虽更加灵活，由于放宽风险准入，其资
金价格也更高，常见年利率为8%至
10%。

从担保方式的差异看，银行仍具
备一定优势。银行仍是提供信用贷款
的主力军，相比之下，P2P网贷机构的
贷款产品则大多需要抵质押物。

此外，业内人士提醒消费者注意
车贷过程中的“潜规则”。

选车贷当货比三家

P2P车贷异军突起

商贷购车成市场主流■ 本报记者 杨艺华

“0首付”其实是陷阱

据了解，许多“0 首付购车”只
是个骗局。骗术手段就是以“0 首
付”作为噱头引诱客户上钩，再骗他
们用车辆抵押贷款筹集资金，同时
将车扣压，等你明白受骗上当时，最
后你会发现，车子没了，你还背了一
大笔银行贷款。事实上，新车贷款
最低首付是两成，新能源汽车可以
低至1.5成，“0首付”购车根本就不
合规定。

“0利率”藏着高利息

比起“0首付”购车，“0利率”购
车的广告更为普遍。“0 利率”的广
告背后，有一部分是厂家为促销，提
升销量，直接给贷款购车人士贴息，
更多的则是将利息转嫁到其它费用
之上。转嫁的方式常见有：祼车价
格高，车辆优惠幅度明显小于其他
4S 店；巧立名目收取费用，什么手
续费、保证金、评估费、审查费，各种
收费加起来比之普通的利息有过之
而无不及。

搭售高额保险

明明新车保险只需 4000 元就
够，但 4S 店偏偏规定，你必须在购
车同时，购买 6000 元的相应保险，
否则就要你拿全款买车。对于这种
霸王条款，要看清合同明细，与 4S
店沟通，实在不行，则可以果断放
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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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传统车贷业务继续萎缩

占比仅为13%

各家银行力推的信用卡
分期购车则继续上升

占比达51%

汽车金融公司贷款逐年攀升

占比为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