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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一制药公司发生事故
导致10人死亡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济南市相关
部门获悉，齐鲁天和惠世制药有限公
司冻干车间地下室在管道改造过程中
发生事故，截至目前共导致10人死亡。

15 日 15 时 37 分，齐鲁天和惠世
制药有限公司冻干车间地下室，在管
道改造过程中，因电焊火花引燃低温
传热介质产生烟雾，致使现场作业的
10名工作人员中8人当场窒息死亡，
其余 2 名工作人员在抢救过程中死
亡。另有 12 名救援人员受呛伤，无生
命危险。据通报，经环保部门检测，对
周边环境未形成影响。目前事故正在
进一步调查处置中。

市场监管总局：
打击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行为
开展为期6个月专项执法行动

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4
月10日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决定于2019年
4月1日至9月30日期间，在全国范围
内部署开展“守护消费”暨打击侵害消
费者个人信息违法行为专项执法行
动，重点打击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违
法行为，营造安全放心消费环境。

据记者了解，本次专项执法行动
突出房产租售、小贷金融、教育培训、
保险经纪、美容健身、装饰装修、旅游
住宿、快递、电话营销、网站或APP运
营等此类违法行为多发高发的重点行
业和领域，聚焦广大消费者反映强烈
的侵害个人信息违法行为，重点查处
未经消费者同意，收集使用消费者个
人信息、泄露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
供所收集的消费者个人信息，以及未
经同意发送商业性信息等违法行为。

通知显示，目前，全国市场监管
部门正在按照市场监管总局的统一
部署，深入推进专项执法行动各项工
作，主要采取深挖案件线索、加强执
法联动，开展广泛宣传以及打击与规
范相结合等措施，确保专项执法行动
取得实效。

同时，通知明确，将加强市场监管
部门执法机构与监管机构的协调配
合，将相关案件查处信息通报监管机
构；对案件查办工作中发现的行业性、
典型性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问题，可
联合监管机构组织开展行政约谈，规
范行业秩序。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白兆鹏

“金融服务费”的水有多深？
一位在陕西汽车资深销售告诉
记者，金融服务费最终进了4S店
的腰包，而且不开具发票。

汽车销售A：“不论是新车还
是二手车，金融服务费都是行业
内潜规则。假设你全款买车，价
格是68万。如果分期的话可能就
是 66.5 万，优惠力度比较大，但
会把手续费加进来，金融服务费
说白了就是4S店自己挣的，只能
私人转账，没有啥票据，他们也
会规避这些问题。一般4S店也不
会去卖全款，因为全款挣得少。
分期的话优惠力度很大，只要不
太出格都会让你，但是这边省

了，那边就出来了，相对而言可
能比全款价格还高。”

据媒体报道，目前市场上“金
融服务费”普遍的收费标准是贷
款金额的2%左右，但各家4S店有
所不同，很多都收到了4%左右，
从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另一位
汽车销售也证实，有的4S店销售
能分到金融服务费的50%，因此
销售会尽力劝全款客户做按揭，
并且还有一套话术。

汽车销售 B：“金融服务费
有 3 种情况，就是国产车、合资
车和进口车。一般 10 万块以下
的国产车和合资车，都收 3000
块左右的手续费。20 万左右的

车子，一般都是按照贷款金额的
百分点收取服务费。而进口车，
这个百分点就比20 万以上的合
资车高一些。”

一位 4S 店销售人员向记者
透露，这笔钱流入4S店后，4S店
会给销售分成，这也是很多销售
力劝客户按揭购买汽车的动力。

汽车销售C：一般有些稍微
高点的可以拿到50%，低一点的，
靠量的情况下，可以拿走10%。客
户如果需要全款买车的话，我们
一般会劝他贷款买车。因为贷款
买车的费用构成有很多，钱也会
赚得更多一些，全款车除车架能
赚点钱，其余的根本赚不了钱。”

4月15日，记者从由西安市市场
监管局牵头，由质监、物价，税务部门
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了解到，西安市税
务部门已经对此事介入调查，并向西
安利之星4S店财务工作人员调查取
证，调查组人员认为收取所谓金融服
务费并不开具发票涉嫌偷税漏税，具
体取证仍在继续。

金融服务费
流入一家汽车贸易公司

奔驰女车主的家属在接受《北京
青年报》“青流视频”采访时，提到过一
个细节：西安利之星单店一个月销售
量大约是400台，假设有一半选择贷
款，每台收取一万多元服务费，每月合
计就有300万，一年就是三四千万。

问题是，这些钱如果都打进了私
人账户，除了作为销售提成，剩下的
又流向了哪里呢？

西安利之星提供的收据上，指向
了一家名叫陕西元胜汽车贸易（以下
简称元胜汽贸）的公司。

根据启信宝显示，这家成立于2013
年的公司，股东为两个自然人——王
蓉、罗新良，分别占股95%和5%。

经营范围涵盖了汽车（小轿车除
外）、汽车配件、工程机械及配件的销
售、售后服务，以及汽车咨询、中介服
务等。

工商信息并未显示其有金融服
务许可或相关金融业务。

此外，无论是从元胜汽贸的股东
情况还是员工任职情况，都显示与西
安利之星无关联。

该汽车贸易公司营业范围
不含金融服务

可为何元胜汽贸的公章，会盖在
西安利之星购车客户的收据上？

记者从启信宝查询到，元胜汽贸
大股东（持股比例95%）王蓉、法定代
表人王刚，均对外投资持股多家公
司，与汽车销售行业关联颇深。

但不管利之星也好，元胜汽贸也
罢，如果查询相关报道或者法律文
书，关于汽车金融服务费的性质问
题，不难判定。

去年，西安市中院作出的一项关于
汽车销售金融服务费纠纷的判决，也支
持了消费者的主张：汽车销售公司没有
取得金融服务许可，其收取金融服务
费，属非法收取行为，限期返还！

记者查阅西安利之星与陕西元
胜汽车贸易的营业范围，同样没有金
融服务这一项，其收取奔驰女车主
1.5 万金融服务费的性质，上述判例
或可作参考。

实际上，金融监管机构曾三令五
申，金融机构不得附加不合理的贷款
条件，并借此收取费用。然而，金融服
务费的收取者为汽车经销商，而非金
融机构，这让金融监管机构鞭长莫及。

另一方面，作为独立的法人，厂
家似乎对经销商也没有直接管理的
手段。这从奔驰的最新回应里不难看
出来：一向尊重并依照相关法律法规
开展业务运营，不向经销商及客户收
取任何金融服务费。

奔驰母公司
曾决定收购利星行15%股权

那么，利星行与奔驰仅仅是经销
商与厂商的关系么？

记者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及天眼查信息对照发现，由颜
健生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企业达 100
多家，包括利星行（中国）汽车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和利星行贸易（中国）有
限公司，以及各地以“某星”或“某之
星”命名的奔驰销售、贸易公司。

据《经济观察报》2012年报道，为
了回报利星行对奔驰在华推广所做
的贡献，颜健生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

“Insight Legend LTD”，曾通过直接
参股49%的方式，成为奔驰（中国）最
大的股东。

同时，根据商务部反垄断局网站
公开信息，2017年，奔驰母公司决定
收购利星行 15%的股权，“深度捆绑
中国市场”。

据央视新闻 人民日报客户端
澎湃新闻 每日经济新闻

风乍起,吹皱一池
“金融服务费”

西安奔驰女车主维权一
事持续发酵，4月13日女车主
与 4S 店相关负责人见面。4S
店相关负责人向女车主道歉，
称此前她因出差等原因未联
系车主。在曝光的谈话录音
里，车主提到自己本来可以全
款购买，但4S店称奔驰金融贷
款利息低，用各种方法“引诱”
自己使用奔驰金融。此后，她
付完首付款后，在不知情的情
况下被开通奔驰金融，还被迫
交纳服务费1.5万，对方还要
求把钱转至一个私人账户，并
且没有发票。交完这笔服务
费，才接着为她办理后续业
务。车主表示，并不理解自己
交纳的这笔服务费，到底获得
了什么服务。

这起小概率事件牵出一项巨大的“黑色收入”：
■■当事女车主称当事女车主称 被迫交纳金融服务费1.5万元
■■业内人士称业内人士称 金融服务费已成部分4S店一大黑色收入
■■律师称律师称 未经许可收取的金融服务费是“黑钱”
■■金融人士称金融人士称 黑色收入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乘用车市场的不景气

13 日夜间，网上流出的
一份涉事女车主与奔驰销售
高管当天的协商录音，长达18
分钟多。双方一来一回，激烈
辩论。在录音中，女车主还指
出，涉事4S店有利用国家三包
政策逃避责任的嫌疑。同时指
出其在购买车辆的过程中，在
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要求支付
给个人一笔“奔驰金融服务
费”，共计15200余元。最终车
主通过两次微信转账支付，将
这笔资金打入一个私人账户，
且只有收据没有正规发票。对
此，她认为“这是欺骗行为”。

在录音中女车主说：“奔
驰金融服务费一万五，我表示
我完全不知情。是谁代表你们
收我这笔钱，钱最终流向何
处？如果你认为我应该知道
它，请问你给我服务什么了？
你是以什么计价标准来做这
一万五的金融服务？资料都是
我自己提供，银行自己来跑，
流水自己打，那么这笔费用的
服务内容是什么？”

在奔驰汽车官网的金融
计算器中，如果选购与女车主
同款的 CLS300 中的豪华型，
其建议零售价 69.18 万元，首
付 30%为 20.75 万元，分期 36
个月的情况下，利率 4.99%，
月付款14512元，但奔驰官网
并未显示有奔驰金融服务费。

有网友说，“个人换车已不
是重点，恶意收取服务费才重
点。买过车的不少人，可能都被
所谓的金融服务费坑过。”

4月14日，梅赛德斯-奔
驰发表声明称：一向尊重并依
照相关法律法规开展业务运
营，不向经销商及客户收取任
何金融服务手续费。并表示，
梅赛德斯-奔驰公开并反复
地要求经销商在其独立经营
的过程中要诚信守法，确保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

女车主称被迫交纳金融女车主称被迫交纳金融
服务费服务费11..55万元万元
奔驰发表声明：
不向客户收取
任何服务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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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仅利之星仅利之星44SS店暗藏店暗藏““金融服务费金融服务费”？”？
涉多家4S店 “违规收金融服务费”位列维权榜榜首

4月15日，陕西西安，针对奔
驰4S 店收女车主上万金融服务
费，省消协回应，若车主不知情，
该收费不合法。

有网友评论说，“金融服务
费”这五个字一出来，全国4S店
心里都要一颤！裸车的利润空间
不断下调，不少车主买车都被建
议贷款，金融服务费已经成为4S
店的“潜规则”。

2018 年 1 月《北京晨报》报
道：4S店要求分期付款的赵先生
缴纳一笔 3380 元的“金融服务
费”，但由于车辆存在质量问题，
赵先生将4S店诉至法院。

记者注意到，在今年3·15期

间合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
的 2018 年度消费维权典型案例
中，4S店“违规收取金融服务费”
就位列维权榜榜首。

而昨日，捷豹路虎官方发布
的声明，又揭开冰山一角。捷豹
路虎在声明中称：关于个别媒体
报道的李女士在陕西天华的购
车经历，捷豹路虎高度重视，经
销商也已于第一时间妥善解决。
事发当日下午，陕西天华已正式
对李女士道歉并取得谅解。李女
士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并已在
该店继续购车。

据媒体报道，该车主李女士
于3月27日在陕西天华捷豹路虎

4S店看中了一款路虎发现神行，
在办理三年分期后付了 8000 元
定金，第二日来提车时，发现多出
了一笔自己并不知情且金额高达
3万元的“服务费”，当对此提出异
议时，与4S店的销售顾问发生了
言语冲突，自己准备拿出手机拍
摄时，双方发生了肢体冲突。

多名法律从业者向记者表
示，目前尚无针对金融服务费的
规范文件出台，因此才会发生4S
店不提供任何金融服务而广大
消费者被收取费用的情况。但依
据《汽车销售管理办法》、《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定，消
费者可以拒绝该项费用。

2 ““金融服务费金融服务费””到底服务了谁到底服务了谁？？
销售人员解密：金融服务费如何流进4S店“腰包”

奔驰女车主坐引擎盖哭诉
维权事件再发酵，牵出行业潜规
则。其影响逐渐蔓延至资本市
场。4月15日，港股市场上的多只
4S 店概念股均出现了较大幅度
的下跌。

面对行业中的情况，老虎证

券分析师团队表示：“汽车销售
行业中一些黑色收入产生的根
本原因是乘用车市场的不景气，
4S 店库存增加有压力，同时网
络为汽车销售市场增加了透明
度，4S 店的利润空间下降。因
此，4S 店开始设立不正规的费

用增加收入。”
该团队认为，发动机漏油的

小概率事件牵出了一个巨大的
行业潜规则，对所有 4S 店都会
有影响。小则影响 4S 店未来的
营收结构，大则行业监管加强，
形成行业洗牌。

3 44SS店是否有权收取店是否有权收取““金融服务费金融服务费”？”？
法律人士认为：收这种费用是没有任何依据的

陕西合恒律师事务所主任
律师李志山表示，金融服务费属
于中介行为，涉事4S店除了汽车
销售以外，是否具有物价部门许
可的进行金融服务的项目也至
关重要。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经
过监管部门的许可，金融服务费
就是一笔“黑钱”。李志山称：“根

据《汽车销售管理办法》，汽车明
码标价外不能加价，而且不能收
取额外费用。在这种情况下收这
种费用是没有任何依据的。我们
认为要通过这个事件，让相关部
门来进行一次整顿。我们说要追
求良好的营商环境，不仅是给商
家提供好的营商环境，也要给消

费者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
目前，西安市高新区市场监

管部门已经要求“利之星”4S 店
继续加强沟通解决投诉问题。对
消费者新提出的诉求和证据调
查核实后，依法依规作出公正处
理，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努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4 44SS店概念股昨集体大跌店概念股昨集体大跌，，未来还会有何影响未来还会有何影响？？
金融人士预测：影响4S店未来营收结构，甚至形成行业洗牌

再挖利星行
利之星4S店
涉嫌偷税漏税

西安税务部门介入调查

白洋淀，曾是英雄雁翎队伏击日
寇的主战场，镌刻着鲜明的红色印记。
历史与未来在这里交汇。如今，这里是
雄安新区生态建设重要战场，书写着
中国改革开放的新传奇。

今年68岁的王木头每天一大早就
来到村口的码头，摇着小船走水路到白
洋淀抗战纪念馆上班。作为讲解员的
他，白洋淀畔的红色故事讲了一辈子。

“雁翎队，是神兵，来无影，去无
踪。千顷苇塘摆战场，抬杆专打鬼子兵
……”王木头说，这首记录抗日战争期
间雁翎队神勇表现的民谣，至今仍在
白洋淀一带传唱。

雄安新区的设立，让白洋淀旅游
热愈发升温。2018 年，白洋淀景区接
待游客量达到270.9万人次。

不仅红色文化在传承，还有活跃
跃的创造。王木头说，大家现在都为新
区建设而奋斗。

年初，一个令人喜悦的消息传来：
2018 年白洋淀淀区主要污染物浓度
实现“双下降”，总磷、氨氮浓度同比分
别下降35.16%、45.45%。

白洋淀对于维护华北地区生态环
境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被誉为“华北
之肾”。但上世纪60年代起，受气候干
旱、上游断流等因素影响，白洋淀干淀
现象频发。粗放式发展更使白洋淀陷
入了污染的恶性循环。

新区设立后，在白洋淀环境综合
整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606 个有水
纳污坑塘全部完成治理；强化 133 家
涉水企业监管，严格整改提高标准，不
达标的全部停产整改。

2018年，新区清理白洋淀围堤围埝
及沟壕水产养殖741处，养殖面积9.1
万亩；排查、整治河道、淀区两公里范围
内入河入淀排污（排放）口11395个。

“一个新城市要立得住，关键要传
承好自己的文脉。”河北省委常委、副
省长、雄安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
任陈刚表示，雄安新区在大规模规划
建设之前，就主动对历史文物、历史风
貌、文化遗存进行保护，启动了“记得
住乡愁”专项行动计划。

雄安新区规划研究中心规划组组
长夏雨介绍说，新区规划建设局对“乡愁
点”开展校核、补充、录入地理信息系统，
一批承载着雄安新区人民记忆，凝聚着
新区传统文化基因的乡愁遗存被登记造
册、建档存根，形成了总数为2367项“乡
愁点”的数字坐标总图。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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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革命老区到雄安新区
白洋淀迎来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