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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 10 月 16 日电
（记者王淑娟）“有车即可借款，0
手续费到账快”“放款快，不押
车”……这些诱人的宣传令不少
人选择了汽车抵押贷款——将个
人汽车抵押，获得贷款分期偿还。

近日，“新华视点”记者调查
发现，随着不少融资租赁公司进
入车贷市场，一些“抵押贷款”摇
身变成“融资租赁”，对借贷人来
说，可能面临高利率甚至暴力催
收的风险。

有人贷款不到 4 万

要还逾 7 万，有的遭遇

暴力催收

在安卓软件商店输入“车贷”
关键词，有近百个相关 APP，纷
纷宣称“有车就能贷”“门槛低不
押车”“按揭车也可贷”。此外，类
似的宣传语在各大网站以及社交
平台也随处可见。

然而，这些看起来“很美”的
宣传很可能是“陷阱”。2018 年
12 月 25 日，广东中山的程成在
深圳投哪金融机构旗下的“畅快
车贷”办理了汽车抵押贷款，合同
上的贷款金额是 46650 元，但扣
除服务费等费用后，实际到账只
有 39680 元。这些贷款分 36 期偿
还，每期 2092 元。最终，3 年总还
款额高达 75000 多元。

程成告诉记者：“还款 8 期
后，在 9 月 26 日还款日，我银行
卡上的金额是充足的，因为他们
自身系统问题没有扣款成功。10 月 8 日早上，在没有通知
我的前提下，他们居然把车偷偷拖走，然后告诉我想拿车必
须一次性全部还款，加上滞纳金等共需 57000 多元。”也就
是说，程成虽然实际借款仅 39680 元，但 10 个月得还 7 万
多元。

与程成有相似遭遇的借贷人不在少数。河南的杨先生
因资金周转困难，于 2018 年在“神州车闪贷”办理了一笔抵
押贷款。今年 9 月，他未及时还款，平台在没有通过法律程
序和告知他的情况下，用抵押的备用钥匙直接把车开走了。

“我认为，在不走法律程序也不告知的情况下扣车，属
于侵犯个人财产。”杨先生说，通过报警、投诉并一次性结清
剩余贷款后，公司才将车还给了他。

广东揭阳的黄先生则遭遇了暴力催收。因为没有按时
把机动车登记证上交给易鑫公司，已经正常还款 6 个月的
黄先生遭到了威胁恐吓。“公司有 3 个人跑到我老家威胁恐
吓我母亲，我害怕他们继续骚扰家人，就按照他们的要求一
次性结清贷款，并支付了 3000 元的所谓上门催收费。3 . 6
万元的贷款最后还了大约 5 . 7 万元。”

记者在“聚投诉”平台上输入“车贷”，发现有近 2000 条
相关投诉。初步梳理发现，相关投诉主要集中在几方面：以
各种名目变相收取高额“砍头息”，实际到账普遍低于合同
金额；高利率，有的超过 24%；以各种理由私自收车，暴力
催收。

以为办理的是“汽车抵押贷”实际却是

“融资租赁”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车主以为办理的是抵押贷款，实际
却是融资租赁。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融资租赁并不是贷
款，而是售后回租模式，所有权发生了转移。相当于车主将
自己的车转让给了机构，机构再出租给车主，每月的还款实
际上是付租金。

利用车主急需用钱的心理和信息不对称，不少融资租
赁机构玩起了套路，车主一不留神就会“入坑”。

——用“低月供”诱导车主。多位受访车主表示，对外宣
传时，机构往往不直接说明年化贷款利率是多少，而是用较
低的月供金额或者日供利率来模糊宣传。如果算清楚，年化
贷款利率往往是吓人的数字，很多甚至高达 20% 以上。

——用合同掩盖“砍头息”等乱收费项目。记者看到车
主签订的多份合同上均是 0手续费，但不少车主反映，“贷
款金额分两笔到账，第一笔到账后会要求转一笔数千元的
服务费才下发余款。”

河南汤先生 2018 年 8 月份在易鑫办理的车贷，合同上
放款金额是 64800 元，但被业务员以 GPS 租赁费等名目收
取了“砍头息”6587 元，实际到账金额只有 58213 元。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禁止从借贷本金中先行扣除利息、
手续费、管理费、保证金以及设定高额逾期利息、滞纳金、罚
息等。

——设置苛刻的逾期责任。今年 5 月，内蒙古自治区人
民检察院通报的一例案件显示，被告人针对抵押机动车客
户故意设置各种陷阱，在借贷过程中提供格式合同签订霸
王条款，让被害人承担苛刻的逾期责任。同时，被告人使用
备用钥匙私自开走被害人车辆，迫使被害人支付高额“违约
金”“拖车费”。

借贷人维权难，乱象亟待监管整治

近年来，车贷业务市场规模迅速增长，但对于借贷人而
言，相关金融产品复杂程度较高，容易被机构误导，权益受
损后维权难。

上海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系教授奚君羊认为，汽车融资
租赁在很多国家实际上是一种比较成熟的融资方式，在国
内相关领域出现的乱象，与机构急功近利和监管不力有关。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与汽车融资租赁有关的案件有
14000 多条。记者调查发现，不少车主被强行收车却只能吃
哑巴亏，原因就在于双方签署的是融资租赁合同而非汽车
抵押贷款合同。

“当时业务员跟我说是办汽车抵押贷，一直催着让我签
字，也没跟我说过融资租赁和贷款有什么区别；这样专业的
模式我也不懂，稀里糊涂就签字了。”河南的汤先生告诉
记者。

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认为，“在宣传营销与
合同签署环节，很多平台事先没有明确告知或刻意误导贷
款者，很不规范，需要引起监管部门的重视。”

上海市租赁行业协会 5 月发布的《汽车融资租赁业务
自律公约》要求，协会各成员单位依法合规经营，不得从事
信用贷款、抵押贷款等非融资租赁性业务，杜绝在融资租赁
合同、产品宣传资料、APP 平台等出现“贷”“贷款”等带有
误导性质的语言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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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长春 10 月 16 日电（记者郎秋红、孟
含琪）70 载光影变迁，于笔墨间流淌。日前，“新
中国电影摇篮”长春电影制片厂（长影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展出了一批珍贵的历史档案—— 25
封书信手稿。

这些手稿的内容集中在电影创作上，有汇
报有指示，有建议有探讨，有兴奋也有迷茫……

穿越一张张薄薄的、有些泛黄的信纸，新中
国电影人筚路蓝缕，一路走来。

全民关注拍电影

“水华同志，二婶放走喜儿，照理黄家必然
追究，是否该设法让二婶洗脱掉这个‘放走’的
嫌疑……打手们围绕着苇地，想要进去搜……
这里是否可以向苇地里放一排枪……”

这是军歌词作者公木写给电影《白毛女》导
演水华的信，当时他已经是著名诗人。在《白毛
女》创作中，虽然公木只是负责一段歌词的创
作，但拿到剧本后他仍然仔细阅读，并对剧本情
节提出非常具体的修改意见。

新中国成立之时，百废待兴，电影作为最受
群众欢迎、传播最广的艺术表现形式，受到全国
关注。长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张光
临介绍，毛泽东、周恩来都曾经来过长影，《五朵
金花》就是在周总理的直接关心下创作而成的。

当时，群众对电影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这

次展出的信件中，有一页稿纸上写满了成语
和短句。张光临告诉记者，这是 1959 年拍摄
影片《笑逐颜开》时公开征集到的片名，共 44
个，其中一半都是从百姓中征集的题目，如
“鲜花怒放”“女工之歌”等等，代表了群众的
智慧，也体现了群众参与电影创作的积极性。

让英雄唱主角

“王成孤军作战，目标太大了，反复动作
太多，敌人显得怂包了，应该再真实些。”“影
片用小说原名《团圆》不好，你们改成《英雄儿
女》和内容还比较接近。”“关于认不认女儿，
王文清内心还是要认，这样表现了我们军高
级干部还是理智的……”

这份导演武兆堤写给时任长影厂长苏
云、袁小平的信件，汇报了时任人民解放军总
参谋长罗瑞卿、总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等对
影片《英雄儿女》提出的修改意见。从中可以
清晰地看到这部经典之作的打磨过程及创作
者和审看者对英雄的理解。

讴歌英雄是新中国电影创作的重要内
容。过去 70 多年间，长影塑造了董存瑞、李向
阳、王成等一系列银幕英雄形象，激荡了几代
中国人的心灵。

在王成这一角色选角时，导演武兆堤选中了
刘世龙，但当时，长影剧团还推荐了另两位演员。

同他们相比，刘世龙显得个头矮小，也有些土气。
听说武兆堤要定刘世龙演王成，一些人觉得在开
玩笑！“刘世龙？让他演一个战士还差不多。”

可武兆堤坚定地说：“我就是让他演一个
战士。”

他告诉刘世龙：“我不想塑造一个英雄，
我要塑造一个普通的战士形象。你千万不要
一出来就作英雄状给观众看。”

在拍摄“向我开炮”这一最经典的场景
时，地上布了 100 多个炸点。实拍时，炸点起
爆，刘世龙完全融入到“我是王成”的情境中，
闭着眼睛往火堆里钻，眉毛、鬓发都烧着了，
胳膊也烧起了泡。

“向我开炮”这个镜头，一遍拍摄成功。王
成，成为几代人心中的英雄。

20世纪 70 年代末的一场边境战斗结束
后，长影大门口来了几位军人，点名要见“王
成”。见到刘世龙后，他们说：“王成同志，在战
场上，我们是喊着你的名字冲锋的！”

以“匠心”拍电影

在展馆展出的众多文字书信中，几张绘
图手稿格外引人注意。这是长影摄影师孟宪
弟为电影《自有后来人》手绘的摄制平面图。
不同的场景，摄影机应该摆在哪个位置，采取
何种角度拍摄，标得一清二楚。

建国初期，物质匮乏，设备落后，无论是
摄影师还是美术师，开拍前常常要通过创造，
一笔笔勾勒出一个个拍摄场景。

著名摄影师王启民曾给厂领导写了封长
信，信中披露了他对即将拍摄的《兵临城下》
的前期准备和实拍环节的详细思考：

“希望能有二台汽车发电机……就是晴
天拍摄时，我也想利用灯光补助人物副光，而
不使用反光板，反光板只用在后景。这对演员
的近景、中景表演很有好处。”

张光临说，当时拍电影使用的胶片很粗
糙，拍出来的影片总有一种白茫茫的感觉，但
王启民通过自己的摸索，将光影效果用到极
致，把黑白电影拍出了独特的艺术效果。他的
摄影理论，至今仍是电影学院的必备教材。

新中国电影人对自己的事业有多投入？
在人民电影第一部故事片《桥》的拍摄期间，
有一场钢水溅出的场景，当时摄影师包杰的
衣服都被烧着了，因为用的是手摇摄影机，他
人不能离开，于是助理赶紧用一件湿大衣披
在包杰身上为他灭火，可助理的身上也着了
火，工作人员就一个接一个地为前面的人灭
火，直到这个镜头拍摄完成。

“今天我们各方面条件比新中国成立初
期好了不知多少倍，但是新中国电影人对艺
术创作精益求精的态度永远是长影的宝贵财
富。”张光临说。

25 封书信讲述新中国电影故事

本报记者孙飞

因疫苗事件备受公众关注的上市公司长生
生物，16 日进入了为期 30 个交易日的退市整
理期，退市整理期届满的次一交易日，将对公司
股票予以摘牌。长生生物不再“长生”，这也是 A
股首例因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案例。

去年 10 月，长生生物主要子公司长春长生
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因违法违规生产疫苗，

被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给予吊销药品生产许可
证、处罚没 91 亿元等行政处罚。其违法行为
危害公众健康安全，情节恶劣，严重损害国家
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触及了相关规定中重大
违法强制退市情形。

如今，长生生物的 A 股之旅也接近尾
声。长生生物因疫苗事件退市，向市场发出了
明确的信号：触碰底线的上市公司，必将受到
严厉的处罚！在科创板稳步推进、A 股加速
拥抱创新型企业的同时，退市制度作为资本
市场基础性制度安排，其更加有效的发挥作
用，对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优胜劣汰、完善
市场机制意义重大。

实际上，除长生生物外，近期还有多家上

市公司启动退市程序。同样在 16 日，雏鹰农
牧结束退市整理期 ，被深交所予以摘牌。
2018 年以来，沪深上市公司退市频度明显增
强，退市渐显常态化，期间共有超过 10 家公
司股票完成退市。

退市力度不断加大，令市场逐步形成
“良币驱逐劣币”的良性态势。2018 年，证监
会针对上市公司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发布
了《关于修改〈关于改革完善并严格实施上
市公司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见〉的决定》。其
后，沪深交易所配套发布《上市公司重大违
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A 股正在形成更加
完善的退市指标体系，以及更为稳定的退市
实施机制，引导价值发现的正向积极效果也

随之显现。

但同时，退市制度仍有不少完善的空间。

如退市流程有待简化，以长生生物为例，其因
重大违法被启动强制退市机制，但相关流程
从启动到完成退市整理期，时间跨度较长。如
今，距其接到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行政处罚
已有 1 年。退市整理期时间较长，也导致非理
性炒作退市股的风险加大。

长生不“长生”，资本市场方能“长生”。

在社会各界的努力下，一段时间以来困扰我
国 A 股的退市难、“不死鸟”等问题正在得
到解决。形成有进有退的良性机制，真正成
为一池“活水”，资本市场才能稳健发展、健
康“长生”。

长生不“长生”，资本市场才能“长生”

本报记者张典标

近日，一家教育机构
组织 6 - 1 0 岁儿童进行
“量子波动速读”大赛及日
常学习的视频在网上疯
传。视频中，孩子们围坐在
一个房间里不停埋头翻
书。培训机构称，“量子波
动速读”基于量子纠缠的
复杂原理，学会后不仅可
以速读，还能闭着眼睛就
和书本发生感应，即使戴
上眼罩也知道作者传达的
情绪和内容。

这种科学家都没完
全搞明白的理论，竟被一
些培训班拿来忽悠家长
掏钱，让人瞠目结舌。对
此，不少评论提醒监管部
门及时整治这些违背基
本常识和教育规律的培
训乱象，也批评了部分家
长 对 孩 子 不 切 实 际 的
期望。

然而，有一个细节被
很多人忽略了——在这些
忽悠人的培训班中，孩子
往往是在“配合”培训机
构。媒体曾曝出，此前让不
少家长深信不疑的宣称
“全脑开发”“超感学习力”

的蒙眼识字培训，其实只
是教孩子从眼罩下方的缝
隙偷偷看字。

“量子波动速读”“超
感学习力”等忽悠住家长
的“神奇培训班”，往往离
不开孩子的“配合”。培训
班忽悠没忽悠，上课的孩
子最有发言权。遗憾的是，
我们很少能听到孩子的声
音。试想，如果培训班的孩
子也像故事《皇帝的新衣》
里那个说出真相的小孩一

样，还会有这么多家长被忽悠吗？
在忽悠人的培训班里，孩子却往往是

沉默的，这不得不让人反思。是因为家长的
期望太高，孩子不得不“配合”培训机构吗？
或者孩子曾经和家长反馈，但家长忽略了？
抑或培训机构忽悠了孩子，把孩子当成《皇
帝的新衣》里的“皇帝”？再或者，孩子根本
不理解自己是在“配合”培训机构忽悠
家长？

花样翻新的培训宣传、“走火入魔”的焦
虑家长、沉默的孩子，培训乱象能大行其道离
不开以上三方。所以，在批评忽悠人的培训骗
局和焦虑的家长时，也应该关注培训班里沉
默的孩子们。一心把孩子培育成“超人”的家
长，也应该多和孩子沟通，多倾听孩子的心
声，好好想想为何孩子宁愿“装超人”也不向
父母揭露培训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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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 10 月 15 日电(记者李荣)长
三角正在全面推进气象保障一体化建设。在
近日启动的“走基层看气象”长三角气象一体
化主题活动中，上海市气象局局长董熔介绍，
长三角将形成气象协同观测的“一张网”和气
象信息资源共享的“一朵云”，并且打造长三
角一体化和智能化的气象预报、服务和创新
“三平台”。

据了解，长三角气象观测“一张网”建设，
包括都市圈精细化雷达观测网，港口、航道、
海岛、海岸线自动气象站网和激光测雾雷达
网，生态和旅游气象观测网，长三角交通气象
观测网等的一体化融合，发展智能观测和社

会化观测。“一朵云”包括建设长三角基础气
象数据云平台，实现长三角基础气象数据一
体化采集、共享；同步建设长三角气象服务数
据云平台，融入长三角大数据中心建设，建立
互联、开放的气象大数据服务机制，将“气象
公共云”的数据和产品与社会各行业相关数
据深度相融，进一步提升气象数据和产品的
应用效率和贡献率。

在观测和数据共享的基础上，长三角
气象保障将形成一体化的预报平台，包括
覆盖长三角区域的超高分辨率和多尺度
的数值预报系统、台风及中尺度对流系统
的预报预警业务系统、环境气象预报预测

分析系统和港航一体化海洋气象业务
系统。

同时，围绕长三角一体化气象服务保障
的重点领域和重点任务，整合长三角各地气
象部门的服务资源，建立长三角区域一体化
服务业务平台，提升预警统一发布、防灾减
灾、公共气象服务等核心功能。聚焦核心技术
领域，实施联合攻关，共建长三角气象科技开
放创新平台，力争在区域数值模式、台风预
报、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航空气象、远洋导航、
交通气象、生态气象等领域产出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重要创新成果，增强科技成果转化
主体的内生动力。

一张网·一朵云·三个平台
长三角全面推进气象保障一体化建设

河北南和：花卉种植助农增收

▲ 10 月 16 日，河北省南和县郝桥镇南郝村村民在温室大棚内采摘百合。
近年来，河北省南和县结合市场需求，引导农民种植花卉、观赏植物等特色品种。目前，南和县已发展花卉种植面积 3000 余亩，成

为当地农民增收的特色产业之一。 新华社发（张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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