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买买车车你你选选择择全全款款还还是是贷贷款款？？
有资金充裕的市民选择首付后还车贷，利用余款做投资

本报9月17日讯(记者 李娜)

第十届烟台国际车展本周一落
下帷幕，5天时间，卖出了8812辆
车。如果你有足够的资金，是全款
买车还是贷款？在采访中，记者了
解到，不少有付全款能力的买主，
仍选择贷款买车，将余款用于投
资。

车展给市民买车提供了一
个对比价格和性能的平台，同
时，不少银行在车展现场设立摊
位，为市民提供车贷咨询服务。
一家银行的工作人员介绍说，从
统计咨询的客户看，一些客户是
因为资金不足，选择小部分车
贷；还有一些客户，是本身有足
够的资金，仍选择只付首付，其
他用于投资。并且，后者的占比，
与往年相比有上升的趋势。

据了解，目前，大部分银行车
贷分12个月、18个月、24个月、36个
月等，12个月的车贷款利息是4%，
24个月的在8%左右。各家银行略有
不同，但三年期一般在10%-12%。

在贷款买车的问题上，邱先生
和父亲产生了分歧，自己存款加上
父亲给的钱足够全款买下，他打算
分期付款购买，但是他父亲却不同
意。“老人可能觉得不要欠银行的
钱，每个月要还款。但实际上，我拿
着剩余的钱投资，哪怕是买银行理
财产品，只要超过4%，也比全款买
车强啊！”邱先生说。

市民愿意贷款买车，与零利息
零手续费的这种购车优惠有一定
关系，另外也是一种消费习惯的改
变。“这说明市民的消费观念在发
生变化，同时，普通老百姓的理财
意识也在提高。算上目前通货膨胀
的因素，贷款买车也是一个不错的
选择。”一家国有银行的理财经理
如是说。

东东方方海海洋洋复复牌牌首首日日大大涨涨44 .. 3399%%
居烟台本地股涨幅榜首位，恒邦股份和渤海轮渡紧随其后

本报9月17日讯(记者 李
丹) 17日，在东亚自贸区概念
股和地产板块等的带领下，沪
指重返2300点。受到大盘温和
回升的影响，烟台本地股也一
改16日的颓势，大部分本地股
均出现了上涨。其中，迎来复牌
首日的东方海洋盘中最终以
4 . 39%的涨幅位居本地股的涨
幅榜首位，恒邦股份和渤海轮
渡则分别以3 . 32%和3 . 02%的涨
幅位列第二和第三。

沪指 9月 1 7日重新站稳
2 3 0 0 点 。截 至 收 盘 ，沪 指 报
2307 . 89点，涨幅0 . 49%；深成指

报7981 . 82点，涨幅0 . 77%。伴随
沪深股指的上行，烟台本地股
17日的整体表现也算可圈可
点。尤其是迎来自己复牌首日
的东方海洋，表现也算亮眼，最
终排在本地股涨幅榜首位。

9月17日，东方海洋迎来
了自9月2日起停牌后的首个
复牌交易日。当日东方海洋股
价盘中最高触及1 0 . 4 3元，最
低下探至9 . 63元，最终以9 . 99

元的股价报收。东方海洋9月
16日晚间公告称，公司与事项
相关方就筹划购买资产的意
向进行了洽谈，但未达成一致

意见。经审慎研究，公司决定
终止上述重大事项，股票于17

日复牌。
有市场人士分析，东方海

洋的上涨也算在情理之中。虽
然说筹划的重大事项没有成
功，属于利好消息没有兑现，不
过，在东方海洋停牌半个月的
时间里，大盘整体呈现上涨的
趋势，东方海洋复牌首日的上
涨也有些补涨的意思。

不过，对于东方海洋复牌
首日的表现，市民张先生实在
是谈不上满意。张先生是在两
年前的历史高点附近买进去

的，等了2年多也没解套，东方
海洋跌得惨的时候，他连大盘
都不看了。本来寄希望于东方
海洋这次筹划的重大事项能成
功，这样就有希望解套，没想到
最后没谈拢，张先生觉得他只
能等是否有别的转机了。

有业内人士分析，从技术
压力位上看，东方海洋面临前
期高点10 . 5元附近的压力位，
涨势能否持续还不好说，先要
看其能否冲破这个压力位。东
方海洋17日盘中冲到10 . 43元
的高点以后，股价的涨幅就出
现了一定回落。

本报9月17日讯(记者 李丹)
17日傍晚，龙大肉食(002726)公

告称，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增加存储收益，在不影响募集资金
使用的情况下，公司决定以定期存
款的方式存放部分募集资金。

9月16日，龙大养殖在兴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开设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将账户内的3500

万元转为以定期存款方式存放。这
3500万元的定期存款分为3000万
元和500万元2张存单，存期都是三
个月，起息日都是9月16日。

龙大将3500万元

募集资金转为定存

本报9月17日讯(记者 李丹)
17日傍晚，瑞康医药(002589)公

告称，近日接到实际控制人韩旭的
通知，韩旭将其持有的公司有限售
条件流通股430万股(占其所持公
司股份的10 . 04%，占公司总股本的
1 . 97%)质押给广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
易业务并进行融资。

韩旭共持有股份4281 . 3456万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9 . 65%。截
至9月17日，韩旭累计共质押其持
有的公司股份2335万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10 . 72%。

瑞康实际控制人

做股票质押回购

本报9月17日讯(记者 李娜)

隆基机械(002363)17日晚间公告
称，当天隆基机械与恒丰银行龙口
支行龙中分理处签署了购买理财
产品协议，并出资3500万元购买该
行保本浮动收益型人民币理财产
品。

公司本次使用3500万元人民
币闲置募集资金购买该理财产品，
期限为181天，保本浮动收益型，预
期年化收益率为5 . 1%。本次购买理
财产品的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2 . 62%。

隆基机械

3500万元买理财

破解烟台财富密码，提供专业理财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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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先生在芝罘区上班，
三年前购买了第一辆车，如
今准备换车选择的是一款50

多万的奔驰。虽然手中有四
十多万元的现款，但是从打
算换车开始，他就没打算全
款购买。

“当时我的第一辆车是
贷款买的，贷了两年，还完了
银行的钱，我还赚一部分。”
刘先生说，现在打算换车，他
仍然会毫不犹豫地贷款。

为了证明自己贷款买车

是明智选择，刘先生算了一
笔账。“如果现在从银行贷款
做生意或者是直接投资，先
不说好不好贷出来，贷款利
率上浮30%-40%的话，一年的
利息最低也得8%左右。但是
贷款买车的利息基本上就是
4%，再加上通货膨胀，其实是
相当划算的。”

刘先生说，他打算付完
首付后，将余款继续用于投
资。“因为自己做黄金投资已
经很多年了，还是会继续将

钱做这方面的投资，比较保
守一点的话大约每年的收益
在20%以上。我要买的车在55

万左右，付20多万的首付，贷
款30万，三年时间需要付的
车贷利息不到4万块钱；我用
于投资的话保守可以赚6万
多块钱。虽然投资会有风险，
但是我觉得基本上在可控的
范围内。这样算下来，用银行
的钱买车，剩下的资金用来
钱生钱，何乐而不为。”

本报记者 李娜

花20多万付首付，剩下30万做投资

参加秋季车展的市民站在心仪的车前向工作人员咨询车况。 本报记者 吕奇 摄 (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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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东方财富通) 本报记者 李丹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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