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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认为专家认为，，经销商收取金融服务经销商收取金融服务
费没有法律依据费没有法律依据，，而且存在诸多违规而且存在诸多违规
问题问题。。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常务理事贾新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常务理事贾新
光认为光认为，，金融服务费纯属经销商巧立金融服务费纯属经销商巧立
名目进行乱收费名目进行乱收费，，不当得利应予退还不当得利应予退还。。

““没有事前明确告知要交纳金融没有事前明确告知要交纳金融
服务费服务费，，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有有
的是事前告知了的是事前告知了，，但其实也是一个霸但其实也是一个霸
王条款王条款，，消费者根本没有选择权消费者根本没有选择权，，要办要办
理车贷只能选择交服务费理车贷只能选择交服务费。。此外此外，，这这
笔收费不开具发票笔收费不开具发票，，甚至直接进入了甚至直接进入了
私人账户私人账户，，这就涉及偷税漏税问题这就涉及偷税漏税问题。。””
上海沪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吴绍平说上海沪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吴绍平说。。

记者梳理发现记者梳理发现，，多地监管部门和多地监管部门和
法院对汽车金融服务费不予支持法院对汽车金融服务费不予支持。。

33月中旬月中旬，，合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合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发布的发布的20182018年度消费维权典型案例中年度消费维权典型案例中

就与汽车金融服务费有关就与汽车金融服务费有关。。合肥通源合肥通源
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通过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通过““丰田丰田
金融金融””按揭贷款销售汽车按揭贷款销售汽车 100100辆辆，，并向并向
100100 位消费者收取金融服务费总额位消费者收取金融服务费总额
4141..7474万元万元，，最终最终，，该公司被监管部门没该公司被监管部门没
收违法所得收违法所得，，并罚款并罚款4343万元万元。。

20172017 年年 77 月月，，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北京市朝阳区法院
判决了一起汽车买卖合同纠纷案判决了一起汽车买卖合同纠纷案。。朝朝
阳区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阳区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宏和通达公宏和通达公
司不属于金融机构司不属于金融机构，，不具备提供金融不具备提供金融
服务的资质服务的资质，，实际上也没有向购车者实际上也没有向购车者
提供任何金融服务提供任何金融服务，，故宏和通达公司故宏和通达公司
向购车者收取金融服务费没有依据向购车者收取金融服务费没有依据。。

银保监会表示银保监会表示，，将根据北京银保将根据北京银保
监局对梅赛德斯监局对梅赛德斯--奔驰汽车金融有限奔驰汽车金融有限
公司的调查情况依法采取必要的监管公司的调查情况依法采取必要的监管
措施措施，，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新华社济南新华社济南44月月1616日电日电

尽管 3月份CPI同比涨幅较前月
明显扩大，但业内人士预计，2019 年
我国物价仍温和可控。

食品价格方面，上海市价格监测
与成本调查队负责人介绍，随着气温
逐步转暖，蔬菜供应持续增长，菜价
将逐步止涨。

卓创资讯生猪行业研究员刘丽
说，猪肉价格在前期快速上涨后，近期
已呈现平稳态势，且猪肉消费需求整
体平稳，预计猪肉价格上涨幅度可控。

交通银行、申万宏源等机构分
析，在稳健的货币政策下，不足以产
生推高物价的流动性因素；近期，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调降全球经济增速
预期，因此输入性通胀条件也不具
备。预计今年物价运行总体平稳，部
分商品价格或因季节性因素波动，但
整体温和可控。

物价温和运行，为宏观调控留有
较大空间。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
说，今年我国应实施积极的财政政
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运用多
种货币政策工具，有效缓解实体经
济特别是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
资贵问题。

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

新华社北京4月13日电（记者 张
泉）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医疗保障基
金使用监管条例（征求意见稿）》，明确
对医疗保障基金使用实行严格监管。
此举旨在规范医保基金监督管理，保
障基金安全，提高基金使用效率，维护
医疗保障相关主体合法权益。

征求意见稿提出，医疗保障行政
部门对医疗保障监督执法机构、经办
机构、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
店、协议管理医师药师、参保人员及
医疗救助对象遵守医疗保障法律法
规的情况实施监管，并对监管方式、
监管内容等进行明确。

根据征求意见稿，医疗保障行政
部门根据违法违规情形有权作出警
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数额二倍
以上五倍以下罚款、责令经办机构中
止或解除医（药）师服务资格、责令经
办机构中止或解除医保服务协议、纳
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移送有关
行政部门等处罚。

有关行政部门应当根据违法违
规情形给予责令停业整顿、吊销执业

（经营）许可证、吊销执业资格等行政
处罚。对违法违规的公职人员依法
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时隔3个月

CPI重回“2时代”
全年物价料温和运行

我国将严格监管医保基金使用

四问汽车金融服务费

□ 新华社记者 赵文君

陕西“奔驰女车主哭诉维权”一事
持续发酵，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继漏油
等质量问题之后，女车主投诉被强制收
取金融服务费，这一维权行为揭开了汽
车销售行业的一块黑布，也触碰到每个
消费者的神经。

和发动机漏油一样，收得不明不白
的金融服务费同样令人担忧。此次维
权事件暴露出，向贷款购车的消费者收
取金融服务费，是国内汽车销售行业的

潜规则，此前许多消费者甚至都不知道
有这笔费用，往往在销售诱导下，稀里
糊涂交了钱。汽车销售过程中的金融
服务费因何而收、钱去向何处、该如何
监管，不仅关乎消费者权益，也关乎市
场秩序。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汽车销售行
业潜规则不是一两天形成的。目前，相
关监管部门已对事件立案调查，责成企
业尽快妥善处理。然而，维权事件揭开
的汽车销售黑幕更值得深入调查。金
融服务费等收费项目是否合理、合法，

是否存在强制收取以及不规范收费等
问题，这些都应依据权威调查结果，给
广大消费者一个明白的说法，更要给市
场立个明白的规矩。即使有必要收取
购车金融服务费，该由哪个部门订立收
费标准，哪个部门负责监管？这也是一
个需要解答的问题。

不能等着消费维权曝光，监管工作应
该走在前面，有关部门应该抓住事件中暴
露的深层次问题顺藤摸瓜，深入细致摸清
行业运行中种种不合理、不合规的做法，
逐一予以纠正和规范。对汽车等大额耐

用消费品的买卖，监管工作是否应该前
置、遇有纠纷如何及时介入，这些问题除
与消费者权益密切相关外，也关系到如何
澄清市场秩序、优化营商环境。

优化营商环境和保护消费者权益
密不可分，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
营商环境，不仅要让企业感到便利，更
要让消费者感到放心。监管有力度、服
务有质量，才能提升消费者的信心，才
能激发市场活力，这符合商家和企业的
长远利益。

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

不能让购车不能让购车
金融服务费金融服务费
不明不白不明不白

□ 新华社记者 王阳 王淑娟

近日，奔驰女车主维权
事件曝出，其中涉及的
金融服务费引发关注。

15日，中国银保监会要求北京
银保监局对梅赛德斯-奔驰汽
车金融有限公司是否存在通过
经销商违规收取金融服务费等
问题开展调查。

针对金融服务费相关问题，
“新华视点”记者进行了调查。

记者采访多位近期贷款购买新
车的消费者发现，被收取金融服务费
是普遍遭遇。

上海市民韩雪说，她在一家奔驰
4S 店贷款购车时，被要求交纳 4000
元的金融服务费，转账后没有提供收
据和发票。“当时我也有疑问，但销售
说买车办贷款必须交，行业里都是这
样，我也就交了。”

但记者在多家知名汽车厂家官
网查询，均没有看到有金融服务费。

济南一位汽车市场业内人士告
诉记者，所谓的金融服务费是经销商
来收取的。

“我们在市场摸底暗访中发现很
多 4S店会巧立名目收取额外的费用，
其中就包括金融服务费。”上海市消
保委汽车专业办秘书长王瑛说。

所谓的金融服务费到底提供了什
么服务呢？一位 4S店工作人员直言，
其实也没什么增值服务，无非就是帮
客户录一下贷款资料然后提交上去。

记者调查发现，经销商诱使消费
者办贷款交服务费早已形成套路。

山东一家豪华汽车品牌 4S 店的
从业者张自强告诉记者，买车贷款可
以通过银行或者厂商自有金融公司，

“我们会告诉客户，走银行手续多，很
麻烦，在我们这里贷款手续更简便。”

全款买车在多数 4S 店反而不受
欢迎，销售人员会通过调节优惠幅度
进行比价，引导消费者贷款买车。

陈先生在上海一家沃尔沃 4S 店
购车时，原本想全额支付约 25万元买
车款，但销售建议他办理车贷，因为
不仅可以享受零利息贷款，保留一些
日常需要的流动资金，而且比全款购
车便宜几千元。

“当时被销售说动了，在厂商贴
息诱惑下办理了贷款。后来发现，在
交纳一笔金融服务费后并没有比全

款买车便宜。”陈先生说。
据不少购车者反映，销售人员并

不会在推荐贷款时告知需要交纳金
融服务费，往往是在交纳首付款后再
提出，并表示如不交纳这笔钱，首付
款就无法退回。

一些业内人士表示，对大部分消
费者来说，经历了漫长的看车、谈价、
签约之后，面对这种情况往往会选择
妥协，而经销商正是利用消费者心理
屡试不爽。

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在多家 4S 店
暗访时坚持不交金融服务费，被销售
人员告知车价无法优惠，或者需要捆
绑其他收费项目，有的销售人员直言

“不交就到别的店去买”。
记者调查发现，“别的店”也几乎都

有这项金融服务。业内人士表示，收取
金融服务费已经成了行业明规则。

业内人士介绍，收取金融服务费
的主要目的是增加收入。

“每家都在收。”专业办理车贷服
务的林先生告诉记者，金融服务费的
收取是有利益链条的，业务员、主管、
店长等都要分成。

“全款车除了一个车架能够赚点钱
以外，其余的就赚不了什么钱。如果贷
款买车，涉及的费用构成就有很多了，
店里能赚更多钱，销售人员也可以从服
务费中提一到五成的绩效。”张自强说。

上海一位做进口车的销售人员介
绍，金融服务费并没有统一的收费标

准，大多按照贷款金额的 2%至 5%收
取，也有的按照车款 1%来收。“在行业
里，这笔钱不转对公账户、不开发票是
普遍现象，钱一般都是 4S 店收走了，
销售人员有提成。”

经销商推荐贷款购车也有来自上
游厂商的指标压力。北京汽车市场一
位知情人介绍，一个汽车厂商的销售
流程与金融贷款流程分属不同体系，
但 4S 店有销售指标和金融渗透率的
双重考核压力。因此销售人员往往配
合金融人员向消费者力推自家金融的
低息贷款服务。

□ 新华社记者 陈爱平 陈炜伟 袁军宝

国家统计局11日发布数据显示，受食品价格上
涨等多重因素影响，3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同比上涨2.3%，时隔3个月后CPI重回“2时

代”。业内预计，全年物价将维持温和运行，为宏观调
控留有较大空间，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

从同比来看，3 月份 CPI 涨幅较
前一个月扩大 0.8 个百分点。其中，
食品烟酒价格同比上涨 3.5%，影响
CPI上涨约 1.04个百分点。

食品中，影响物价变动较多的是
鲜菜价格。国家统计局城市司流通
消费价格处处长董雅秀说，春季是蔬
菜上市的淡季，加之受多地低温阴雨
天气影响，鲜菜价格上涨较快，同比
上涨 16.2%，影响 CPI 上涨约 0.42 个
百分点。

此外，猪肉价格上涨 5.1%，为同
比连降 25个月后首次转涨，影响 CPI
上涨约 0.12 个百分点。山东省畜牧
兽医信息中心专家胡智胜分析，猪肉
价格上涨主要受到非洲猪瘟疫情影
响，市场供应偏紧。

其 他 七 大 类 价 格 同 比 全 部 上
涨。其中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和娱
乐、居住价格分别上涨 2.7%、2.4%和
2.1%，合计影响 CPI 上涨约 0.94 个百
分点。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
究员刘学智说，上述非食品类商品服
务价格近年来保持稳中有小涨的趋
势，折射消费重点逐渐从基础生活品
向高质量消费品和服务转移的趋势。

“市场里猪肉、鸡毛菜等价格小
幅上涨，但可替代的食材也不少，因
此影响不大。”上海市民王丽说。

今年第一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
格上涨 1.8%。其中鲜菜、鲜果、家庭
服务、中药和西药价格涨幅相对较
大，在 5.2%至 6.9%之间。

从环比来看，3月CPI下降 0.4%，
较前月由升转降，体现出部分商品、
服务价格最新变动趋势。

例如，春节消费旺季过后，鸡蛋、鲜
菜、水产品、牛肉、羊肉和鸡肉等部分鲜
活食品价格有所回落，影响CPI环比下
降约0.21个百分点。此外，非洲猪瘟疫
情势头趋缓，各地猪肉价格涨跌互现，
对物价环比变动的影响较小。

在非食品类商品和服务中，教育
和文化娱乐价格环比下降 1.6%，降幅
最大，因为春节后出行人数减少，飞

机票、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
别 较 旺 季 时 下 降 15.9% 、11.1% 和
1.5%，合计影响 CPI 下降约 0.25 个百
分点。同时，生活用品及服务、其他
用品及服务价格环比有所下降，因为
务工人员返城，劳动力增加，车辆修
理与保养、家政和理发等服务价格环
比回落。

刘学智分析，受消费稳步升级拉
动，高品质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是
一个长期趋势，并不会出现短期“陡
峭”拉升。

一问 汽车金融服务费是一笔什么钱？

四问 收取金融服务费有无依据？

猪肉、鲜菜价格上涨推升CPI

3月CPI环比下降0.4%
部分商品、服务价格有所回落

全年物价料温和可控

三问 经销商为何热衷收取金融服务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