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夏银行南通通州支行发售龙盈2号无固定

期限，每周第一个工作日开放（遇节假日顺延），

10万元起点，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5.96%。

理财非存款，投资需谨慎！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通州区支行

地址：通州区新世纪大道166号
地址：通州区新世纪大道388号（通州区公安局对面） 联系电话：80600608

南通通州支行

10万元只要留存三个月就可签约，签约期内尽享活期便
利，定期收益；如30万存一年、120万只要三个月，就可达到
靠档最低积数，尽享3.575%三年期存款利率。签约期内该账
户活期都享3.575%利率，哪怕只有一元、只存一天！

咨询电话：0513-86026207

电话电话：：6811815068118150

活利丰4号，存活期最高享3.575%定期收益定期存单 起点1万元，利率全线上浮30%

期限

三个月

六个月

一年

央行基准利率

1.1%
1.3%
1.50%

我行执行利率
（上浮30%）

1.43%
1.69%
1.95%

期限

二年

三年

五年

央行基准利率

2.1%
2.75%
——

我行执行利率
（上浮30%）

2.73%
3.575%
3.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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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和谐金融秩序构建和谐金融秩序构建和谐金融秩序构建和谐金融秩序

理财产品推荐

地址：南通市通州区新世纪大道东、行根路北桑夏大厦1楼
（世纪大桥向北第一个红绿灯右拐）
咨询电话：0513-86329611

友情提醒：
理财非存款 投资需谨慎

—————张家港农商行宣—张家港农商行宣—张家港农商行宣—张家港农商行宣

A6
2019年4月1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葛 燕 版式设计：邱建萍
财经周刊

2018年中国保险消费者信心指数报告（以
下简称“报告”）近日发布。从该报告来看，
2018年中国保险消费者信心指数为71.9，处于
信心较强区间，保险消费者信心稳定乐观。但
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消费者保险消费意愿指
数较2017年下降，其中无适合产品等成为消费
者不愿增保的原因之一。

从报告的调研结果看，2018年保险消费意
愿得分从2017年的73.7降至72.1，虽然仍处于
意愿较强区间，但呈现出下降态势。据了解，
保险消费意愿指数得分是由消费者不退保意
愿、续保意愿、增保意愿和推荐意愿这4个二级
指标构成，但上述 4项指标均有下滑，分别较
2017年下滑 1、1、2.5、2.3个点。报告指出，增
保和推荐意愿较上年略有回落。表明消费者
在增保和续保方面更趋谨慎。另外在推荐保
险产品方面，消费者表示会跟亲朋好友交流信
息，但在未能完全了解保险合同条款之前不一
定会推荐。

而报告结果还显示，消费者不想新增购买
保险的主要原因包括保险需求已经饱和、经济
条件不允许、无适合产品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保险研
究室副主任朱俊生分析道，从消费者现有的经
济水平等相关条件下，消费者的保险需求是有
可能出现饱和的，由于近两年经济增长压力较
大，消费者收入增长速度也有所变缓，2018年
保险业中特别是寿险业的保费增速也面临压
力。但实际上，中国目前的保险保障缺口是非
常大的。

（来源：北京商报）

4月16日晚间，西安奔驰维权女车主
W女士（化名）和西安利之星汽车有限公
司达成换车补偿等和解协议。澎湃新闻
了解到，双方和解协议的主要内容对应了
W女士此前提出的8条诉求，具体包括更
换同款的奔驰新车，对该车主此前支付的
1万余元“金融服务费”全额退款，赠送该
车主十年“一对一”的VIP服务；为女车主
补办生日等内容。

虽然西安奔驰车主维权事件暂时落
下帷幕，但外界对于 4S店购车乱象的关
注还在继续。

“不觉得收服务费敏感”

此前的4月11日，西安奔驰女车主W
女士坐在 4S店红色奔驰车引擎盖上哭诉
维权的视频流出，引发热议。

W女士在沟通协商时表示，在购车时
她曾提出全款购车，但被 4S店“欺骗”称

“利息低”，结果做了奔驰金融贷款购车，
并支付了 15200元“服务费”。利之星奔
驰 4S店未提供该笔费用的正规发票，只
给了一张收据。

随后，各级监管部门介入调查。汽车
金融服务费和汽车消费市场背后的各类
潜规则重新成为舆论关注焦点。

因为西安女车主维权事件，4月 16
日，上海车展奔驰展台前明显气氛紧张。
澎湃新闻记者注意到，奔驰在展位附近拉
起了分隔线，并安排了数十位安保人员站
在四周。工作人员在入口处一一核对名
单，仅有受邀媒体才能进入展区内，其他
人员只能在外围参观。在之后的发布会
上，奔驰高管逐一上台发言，但均未就西
安事件作出专门的说明。

而在奔驰的 4S店，销售人员也非常

警惕，当记者问及详细报价时，该销售人
员表示，”您交了定金后，我们会给您详细
价格明细的。”

对于为何目前这个时候依然收取服
务费，该销售人员表示，“我不觉得这个费
用敏感，就跟您平时去酒店、餐厅一样，享
受了服务自然会产生费用。”

澎湃新闻注意到，在走访中，多个品
牌 4S店的销售人员普遍认为，服务费或
者金融服务费是合理的。

可见的是，因为这类所谓的潜规则，
汽车消费者和 4S店之间的矛盾屡见不
鲜。

2016年 10月，杭州交通 918报道称，
杭州的汪先生投诉在购买奔驰GLC的时
候，被该4S店收取了一笔2000元的“新车
服务费”，其中包含了上牌费、检测费等。
对于此事，该店的工作人员表示费用主要
由3部分组成：一是1000公里的磨合期检
测费；二是上牌服务费（客户不享受服务
视为自己放弃），第三是个礼包，包括钥匙
扣和钱包。

针对此事，奔驰方面当时的回应是：
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汽车产品的零售
价格及相关服务价格由汽车经销商自行
决定。

“给你列出这么多项目，就是让你有
砍价的感觉”

西安奔驰事件并非孤例。
澎湃新闻记者近日走访了宝马、凯迪

拉克、大众、起亚、雪佛兰等数家不同品牌
的4S店，发现金融服务费（或称“手续费”
等）普遍存在，从数千元到上万元不等。

在上海的一家宝马 4S店，销售人员
针对记者选定的车型给出了报价选项，首
先车价可以在官方指导价的基础上折后

便宜约 4万，其次全款或贷款任用户选
择。

除了车价，该销售人员列出的额外费
用包括：购置税20000元、保险9500元、上
牌2500元以及装潢费17000元。

此外，如果消费者选择全款买车，车
价会上调约 5000元，但贷款买车根据车
型不同会有免息和低息，并将产生约6000
元的手续费。

对于为何全款买车会更贵且贷款买
车会有手续费，该销售表示，“我们经销商
的车也是贷款买来放在店里的，也有利
息，所以我们会推荐客户贷款买车，手续
费抵消我们的这部分成本。此外，你将资
料提交给我们，我们专人帮你申报，收取
这个费用也是应该的。”

当记者提出，可否不买装潢费包含的
项目，自行去别的地方配置，该中介表示
没问题，但车价的优惠幅度也会相应减
少。

该中介坦承，整辆车落地的费用最
终其实是差不多的，车价低了，经销商也
会相应将费用挪到其他项目中。

按照该销售人员的计算，全款买车和
贷款买车价格相差仅1500元。

“服务费或者手续费是由经销商收
取，并且所有费用都有发票。”该销售人员
表示，“其实在我看来，这个费用是合理
的，但你要提前告诉消费者，让他知道价
格构成是怎么样的。”

“这两天也有之前的客人打电话问我
能不能退手续费。”该销售人员笑言，“我
跟他说，我一开始就跟你说好了有这个费
用的啊。”

“羊毛出在羊身上”

有业内人士告诉澎湃新闻记者，“羊
毛出在羊身上，说白了，我们报给你的车
价那么低甚至比厂商指导价还低好几万，
肯定是希望通过别的项目挣回来。比如
我们上牌费用2500，如果客人要自己去上
牌，那我们还是要收取 2000元，但原因我
们也会告诉他。”

“我们给你列出这么多项目，就是让
你有砍价的感觉呀。”该业内人士说。

大部分销售人员表示不清楚金融公
司和 4S店是否存在返点等操作，有一位
销售人员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每完成一
笔贷款，她能有100元奖励。”

在走访中，广汽丰田 4S店的销售人
员表示，他们的车辆全款买和贷款买价
格一样，没有服务费，没有手续费。对
此，其他品牌 4S店的销售表示，“那你
看看他们的车价是不是没有那么大的折
扣？”

有销售表示，其实 4S店卖车并不挣

钱，甚至是亏钱，真正挣钱只有靠提供售
后服务，“现在也不好做了，你看行业竞争
那么大，那么多 4S店都倒闭了。回报率
太低，有那个钱干什么不好，谁还来开 4S
店。”

4S店潜规则清单

可见的是，收取金融服务费，也只是
4S店各类购车乱象中的一项而已，潜规则
的清单还很长。

2016年6月，上海市消保委通报的上
海市汽车销售环节消费体察报告显示，在
对 25个主流品牌 70家经销商的暗访中，
发现有 60家存在巧立名目、变相加价、捆
绑销售的情况，服务态度也明显表里不
一。这些 4S店及其对应汽车品牌的主机
厂商代表被集体约谈。

根据上海市消保委的通报，行业乱象
包括：签合同时变相加价索取服务费最高
近万元，一辆标示厂方指导价为 16万的
车，裸车价只要 14万，可签合同时，4S的
销售人员提出要另收 4300元的服务费；
一些属于经销商在汽车交付前应尽的义
务，比如PDI检测费、出库费等，也成了消
费者“必须要付的钱”；消费者提任何要求
都会被加钱，加急提车要加钱、选热门颜
色也要加钱。

2019年3月11日，上海市消保委汽车
专业办公室发布了《2017～2018年度上海
汽车销售服务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报告》显示，消费者对经销商的销
售服务满意度为 76.38%，远低于行业自
评。走访发现，各大品牌主机厂对上海汽
车销售市场较为重视。主机厂自行开展
的神秘顾客体验显示，上海汽车销售市场
的服务水平居前，甚至达到首位。但通过
此次消费者调查发现，消费者对经销商的
销售服务满意度为 76.38%，反映出企业
内部评估与消费者感知存在一定的差异。

《报告》建议汽车销售企业进一步提
升规则的精细化程度。比如，提升差异化
汽车销售方式的规则精细化。调查显示，
近七成的消费者表示经销商提供的服务
同质化，主要为代购车险、车辆装潢及代
办上牌服务。从单纯卖车到打包各种增
值服务，则呈现差异化竞争态势。而汽车
销售中，除了单纯卖车外，还出现了以捆
绑保险、装潢等增值服务的销售模式，而
相关配套规则需要完善。

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2018年全国
消协组织受理汽车产品投诉情况分析》显
示，从投诉涉及品牌来看，比亚迪位居第
一位，第二位到第十位分别为奔驰、宝马、
别克、奥迪、一汽大众、长安福特、东风日
产、上汽大众和东风本田。

（来源：澎湃新闻）

奔驰车主维权背后的4S店潜规则：

各种“羊毛出在羊身上”

2018年
保险消费意愿下降

无适合产品成主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