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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延迟交付 定金不予退还
失望：
“通知发出一周后才得知交付延期”

当理想汽车照进现实
本报记者 陈燕南 童海华 北京报道

记者在APP内看到，
延期交付公告的评论量达到了868条，
远
远超越了其他的公告。

通知显示，
原预计为二至四月份交付

产品。记者看到因为无法退定金，
数

有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
受到疫

的订单用户，
将延期交付一个月左右。
然而，
现实情况比一纸
“通知”
更

十位像小路一样的车主转而将购车指
标（含定金）低价在网上抛售。

情影响延迟交付车辆的情况不在少
数。理想汽车作为新生品牌，
目前正

令用户
“焦虑”
。在调查中，
理想车主小

对于上述情况，
理想汽车方面向

路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疫情期间，
带

记者表示，
这次疫情对整个汽车行业零

家人外出急需用车，
但理想汽车延迟交

《中国经营报》记者关注到，
在各大汽
车论坛、
交易平台上涌现了大量低价
转卖理想汽车购车合同的情况。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收之东
隅者，
又何尝不是失之桑榆。
“因着急用车，特低价转让理想
汽车订单（包含5000元定金）。
”
近期，

记者了解发现，
事情源于 2 月初
理想汽车发布因疫情延迟交付通知，

有车主向记者表示，
“ 有很
多车主并未接到理想汽车方面

可以解除合同。根据《合同法》
规定“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

主 动 的 电 话 、短 信 、微 信 等 通

现合同目的的，当事人可以解

处于存量订单集中转化的状态，
该业

知，我们都是过了几天甚至一

除合同”，而销售方因为疫情无

内人士建议，
消费者可以合理进行维

个星期上了理想 APP 才知道延

法生产，将“交车计划”延长至 5

部件企业及整车的生产交付节奏都造

权，
而企业应给予消费者确切的解决

期，这也是很多车主感到不满

月，可问题是，这只是一个“交

付打乱了用车计划。特殊时期可以理

成了普遍影响。针对因疫情造成交付

方案以此来满足和稳定客户的需求。

想要退单的原因。
”

车计划”就目前疫情的情况来

解，
但退单时理想汽车不退还5000元

时间延期的用户，
首先我们正在全力进

有法律界人士亦向记者表示，
因疫情

而理想汽车交付人员告

定金，
很让人失望。
”
据了解，
有不少消

行产能爬坡，
争取尽早交付。针对少数

原因，
理想汽车可凭借不可抗力免除

诉记者，没有口头及时通知买

那这个买卖合同是不是遥遥无

费者是冲着理想汽车背后的
“情怀”
和

因疫情交付时间推迟而提出询问的用

双倍返还定金的惩罚，
但已经收取的

家，主要是由于现在需要维护

期了？

用户服务品质才选购这家造车新企的

户，
我们正在积极跟进和沟通处理。

定金5000元应及时返还车主。

的顾客体量比较大，请相互理

茹媛媛进一步表示，买方

解 。 目 前 在 APP 上 显 示 的 就

购车当时是约定了 3 月底交车

是确切的交付日期了，由于疫

的，但现在因为对方延迟交车

情是不可抗力因素，之前由于

已经无法实现合同目的，而且

延迟交付的定金是退不了的，

未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实现

之后如果因企业自身原因延

合同目的，因此买方完全可以

迟交付的话是可以申请退定
金的。

提出解除合同。而对方延迟交
货，属于违约，违约原因是由于

根据理想官方于 2 月 29 日

疫情，属于不可抗力，因此才不

焦虑：延迟交付打乱用车计划
记者在多个平台上发现，
确有不少转卖理想汽车购车合同的车主。
并且由于卖家数量不断增长，
价格也一再低至2000元。
近日，有理想汽车车主向记者

收取的订金。而锁单车主的《理想汽

说，很有可能 5 月也无法交车，

独家反映，去年 12 月份在理想汽车

车购买协议》则显示，
个人用户购车，

官方 APP 付了 5000 元定金定购一

已支付的预定金，
锁定订单后将转为

辆理想 one 电动汽车，当时 APP 里

定金，并用以抵扣购车款中相应金

在 APP 内发布的公告显示，突
入其来的疫情对我们的零部

需要承担违约责任，按照民法
总则的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

显示的预计交付时间为 2020 年 3 月

额。记者注意到，
《理想汽车购买协

件供应和生产造成了不小的

履行民事义务的，不承担民事

底前，目前因为疫情原因导致无法

议》中显示，
若因自然灾害、
国家政策

影 响 ，随 着 疫 情 逐 步 好 转 ，目

责任”。所以，疫情只是汽车出

按预计时间交车，预计交车时间延

等理想汽车无法控制因素导致车辆无

前供应短缺的零部件预计在 3

售方不承担延后交车的责任，

本报记者陈燕南/摄影

月中旬开始恢复供应并将逐

但不是连消费者解除合同的权

后至 5 月前，打乱了用车计划，目前

法按期交付的，
不属延迟交付，
理想汽

理想汽车的交付难题并非个案，
很多车企都面临如此窘境。

车辆属于未生产状态，因此向理想

车将会与您再次确认具体交付时间。

的协商过程，
如果车辆已经下线，
交

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是我们大众不

步爬产。根据最新的产能测

利都没有了。

一位已经将理想汽车订单转卖的

车地点是不能进行更改的。
而对此，
勇者法律援助站合作律

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客观
情况，属于法律上的不可抗力。理

算，我们整体的交付延期时间
将 在 1 个 月 左 右 ，最 长 不 超 过

有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
理想汽车目前并非仅仅是遇到
供应链方面的问题，最主要的

汽车提出申请退单，
遭到拒绝。
该车主还表示，
“经过多次沟通

车主向记者表示，
“理想汽车的交付人

之后，
对接的交付人员还是不退定金，

员也在强调想要转卖订单就要抓紧时
间，
不然再晚些就改不了交车城市，
那

师段元元向记者表示，
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定金罚则的规

想汽车可凭借不可抗力免除双倍返
还定金的惩罚，但已经收取的定金

40 天。

暂时也找不到和理想汽车进一步交涉

记者在 APP 内看到 ，此条

还是处于存量订单集中转化的

的途径，
大多数和我类似情况的车主

样就更难转卖出去了，
所以已经锁单

定，
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

5000 元应及时返还车主。

公告的评论量达到了 868 条，远

状态，这是造车新势力必然走

只能到咸鱼上亏本转卖购车定单。
”

的车主都有时间压力，
估计过段时间

务的，
应当双倍返还定金。理想汽车
收到定金后，
一直不履行交车义务，

同时，
段元元还建议企业因疫情
不能履行合同的情况时，
一定要第一

远超越了其他的公告。有不少

过的历史阶段，像蔚来、威马等

本来应当双倍返还定金，
且定金数额
由当事人约定，
但是不得超过主合同

时间及时通知对方，
最好通过电话录
音或者发短信、
微信等方便保存证据

的车主也表示，理想汽车的工
作人员一再延迟和车主的沟通

头部新势力车企，在 2018 年也
遭遇过类似的问题，在新品牌

时间。2 月 2 日理想汽车工作人

成立之后的半年内，几乎都在

标的额的百分之二十。

的方式通知到对方，
另外抓紧时间搜

员告知预计交付时间控制在一

消化大量的存量订单。再加之

集因为疫情停产停业的证据，
比如物

个月内，并将在 2 月 15 日沟通

受到疫情的影响，首先工厂来

车主提供的信息显示，
先是由于疫情
导致理想汽车停产停业，
最终才导致

业证明、
街道办、
政府关于该区域停产
停业躲避疫情的通知。另有业内人士

具体情况，后来又推迟到 2 月底
进行沟通。

不及进行排产，其次，物流受到
了限制，再次在上牌上险上人

理想汽车无法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

建议，
在定金退还方面要做到一事一

勇者法律援助站律师茹媛

手可能不足。这样的情形之下

记者在多个平台上发现，确有

价格会更低。
”

不少转卖理想汽车购车合同的车

记者向理想汽车交付人员求

主，
价格也一再低至 2000 元。
记者通过采访多位车主发现，
这

证，
该人员证实，
未锁单的车主的定
金是可以退的，而已经锁单的车主

些车主大致分为两类，
一类是未锁单

相当于是确认订单，定金是不可退

的车主。一类是已经锁单的车主。

的。每位已经定车的车主都有对应

记者看到，
未锁单车主的预定协议显

的交付人员进行沟通，至于将购车

示，
在没有签订《汽车购买协议》前，
理想汽车将向车主无息退还全部已

合同转让之后地点能否改变还是要
看车辆的生产状态以及和交付人员

不过段元元还表示，
本案中根据

交付车辆。目前我国发生的新型冠

议，
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式。

媛向记者表示，这种情形之下

上接

节奏就略显拖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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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车变租车？ 弹个车“一成首付”
套路深
影响产能提升的
“症结”
相比于小微供应商，
规模稍大的供应商更应被关注。

起底大搜车
“障眼法”

忙碌了两周后，从 3 月初开
本报记者 夏治斌 刘颂辉 上海报道

“我看了当时的合同，很确定
写 的 是 首 付 车 款 ，而 不 是 首 付 租

李博（化名）如上向《中国经营报》
记者表达对弹个车的不满。
“一成首付弹个车，
”
这样简单直
接的广告语曾刷屏电梯间，
使得弹个

车，
与李博情况类似的并不在少数。
截至3月19日，
记者从聚投诉上查询

记者表示：
“ 客户在弹个车 APP 端
签署的合同经 CA 认证，无法修改，

获悉，
与弹个车相关的投诉共有 409

一 旦 修 改 合 同 将 无 法 通 过 CA 验

条，
内容涉及虚假宣传、
贷款高利息、

证，失去合同效力。客户在天猫端

金，包括后面的月租，当时写的也

车广获年轻消费者的关注。但弹个

未经用户同意将车拖走，
致使用户个

签署的合同，由天猫平台提供签约

是月供，但销售人员也从来没说过

车在获得年轻一代青睐的同时，
第三
方平台上的客户投诉也与日俱增。

人财产遭受损失等方面。
对于上述消费者反映合同被

以及合同保管服务，弹个车同客户
一样，无法指令天猫平台作出任何

原以为是买车，但实际却是租

修改的情况，大搜车相关负责人向

修改合同的行为。
”

是以租代购。”3 月 16 日，对于前后
合同的不一致，家住安徽合肥市的

口碑危机 屡陷投诉漩涡

业复工复产情况，
截至3月11日，

始，王娟所在公司的订单减少

中汽协密切跟踪的23家企业集团

了许多，有已经下的订单也被
取消，据其测算，目前订单量大

（年销量占比超过96%）员工返岗
率77%，
整体复产率超过40%。

约是往年同期的约 50%。金灏

相关政府人士在沟通中直

所在的公司订单量略高，在 60%

言，
市场销量的下滑，
与湖北供应

左右，不过两家公司的员工返

链早期难以复工复产造成的生产

岗率分别为 90%、98%。一名政
府人士在沟通中亦称，辖区内

端的冲击，
两者对冲，
近期相关一
级、
二级供应商的库存基本消耗

汽车供应链的订单量恢复在

完，
湖北地区亦在 3 月 10 日前后

50%~70%左右。

陆续复工，
这个时间正好衔接上，

对于忙碌，
王娟解释称，
复工

相比生产端，
他更担忧疫情下居

初期，
供应链链要
“转起来”
，
主机
厂、
一级供应商都要备货，
当时公

民的大宗商品的消费力。
另外，
他认为相比于小微供

对于租车概念的淡化，大搜车

司的三级供应商还未复工，
关于

应商，
规模稍大的供应商更应被

方面表示，弹个车通过多种方式及

复工时与公司所在地村民的沟

关注，前者灵活性更好，而后者

渠道保障客户的知情权，这其中包
含在产品的宣传上，
广告画面、车型

通、
复工一系列的流程等等，
需要

在多种固定开支之下往往受冲

各方的大量协调，
当时所在辖区

击更大，
近期当地金融部门亦在

一年”
“首付车款”
改成
“首付租金”
“月

介绍页面等均明确提示弹个车的产

的秀全街街道办与花都区政府均

协调银行开展相关针对企业的

退，剩下的月租金也要补上。”对于

供”
修改成
“月租”
。投诉者称大搜车

品方案为汽车融资租赁形式；合同

这样的处理方式，
李博表示不理解。

“买车”
变
“租车”
障眼法套路太深。事

名称即含“融资租赁”，合同内容通

给予很多帮助与指导。
在终端销量表现上，
据乘联

工资贷、租金贷。同时，上述政
府人士亦在准备应对下一步很

是买车变租车，对于弹个车“1 成首
付、
先租后买”
的消费模式，
很多消费

来自山东的刘清泉（化名）也遇
到同样的情况，刘清泉告诉记者，

实上，
对于首年是租车不知情的并非只
有消费者，
一位前弹个车的加盟店店长

篇多次出现融资租赁，目前弹个车
已增加线下纸质版客户确认函的形

会数据，
2月狭义乘用车批发销量

可能集中出现的劳资纠纷。

者并不知道首年是租车，
而非购车。

2016 年 12 月，其从支付宝-弹个车

彭阳（化名）向记者直言大搜车的
“套

式再次告知客户产品重要内容。

第一周，
日均零售同比下降50%，

的重要零部件供应商就来自湖

据李博表述，2018 年 5 月份，由

创建订单，而后在第三天便支付首

路”
“
：租车的概念在培训的时候就被淡

对于消费者的投诉，记者联系

于她刚拿到驾照，
准备先购置一辆二

付 20400 元。
“有业务人员联系我，
一

化了，
我们都不是很清楚，
没有培训我

杭州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截

第 二 周 ，日 均 零 售 同 比 下 滑
44%。3月18日，
中国汽车流通协

北，前期疫情影响湖北复产，导
致公司自身产能提升受限。

手车练技术，
在网上通过弹个车订购

个月后提车。提车的时候，才知道

们要告诉客户是租车。如果告诉客户

至发稿，
尚未收到回复。

会的数据显示，
其调研范围涉及

王娟称，公司在湖北有 2 家

8412 家 4S 店，
截至当日 16 时，
当
日 4S 店门店复工率 91.4%，客流

关联公司，原有的零部件库存
大概在 3 月 10 日前后消耗完，
此

恢复率 53.7%，销售效率 43.2%。

前已经将相关模具调配至公

公开资料显示，
大搜车集团由姚

了一辆奔驰 CLA200。
“ 当时首付是

实际是以租代购的方式购买车辆，

是租车，
车就很难租出去。店开了近一

军红创立于 2012 年 12 月份，定位为

28900 元，以后每个月交 3974 元，通

业务员告诉称不能退首付，之后就

年，
发现问题越来越多，
所以就关店了。
”

汽车产业互联网平台，
先后获得阿里

过线上签合同购买，
不知道是租车的

确认每个月支付 1998 元租金，并交

巴巴集团、
蚂蚁金服、
晨兴资本、
华平

形式卖的，
也没有人跟我具体说过是

纳 3000 元现金作为服务费后提车。
”

投资、春华资本等机构超过 12 亿美
元的融资。弹个车为大搜车集团旗

租车，
每个月交的钱是租金。
”
“用了几个月才发现是租金，
如

不仅如此，
多位用户投诉弹个车
将购车订单里的
“先用一年”
改成
“先租

下的汽车融资租赁服务品牌，
主打
“1

果退车的话，
不仅之前的 28900 元不

成首付、
先租后买”
的消费模式。
而用户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便

高利率套路贷惹争议
“2019 年 1 月份，
车子被拖走了，

相比去年同期下滑 81.2%。3 月

但也有相关负责人称，有

这类危险驾驶等违约行为后，
经弹个车

车购车的话，全程只需要在支付宝

从未实施过类似套路贷的违法行

从数据上看，
市场终端销量在快

司，以不影响进一步的产能提

当时车上还有私人物品，有一个戒

工作人员多次通过短信、
电话等方式提

上操作即可。
“ 现在没有退车的选

为，
工商/法院对此都是认可的。
”

速回暖，
但销售效率相比客流恢

升，公司的盈亏平衡点是产能

指，还有少量的现金。”李博告诉记
者，
“拖车之前完全没有告知，
我的车

醒处理后，
客户仍然没有履约行为，
弹
个车才会依据合同约定启动收车。

项，只能继续分期或者一次性付清，
去年还有折扣回收。
”

除被指套路贷外，
另有多位消费
者投诉弹个车提供的发票均是打码发

复率要低约10个百分点。

达到 70%，
现在则为 50%。

中途有过一次逾期，
逾期拖车可以理

对于收车的流程，弹个车方面

在投诉平台上，有消费者表示，

票。
“没有发票，
我们卖了十几辆基本

解，
但是起码得提前通知。直到车子

表示，相关工作人员在收车时会佩

若一年后继续付尾款，不仅月供会

上都没有发票，
一般都是支付宝转钱，

量的表现，
必然会逆向传导至车
企，
从车企的产量上表现出来，
然

入库后，
才接到电话说车被拖走了。
”

戴记录仪进行视频留证，并对车上

涨价，利息还很高，称这是弹个车的

公司提供的是打码发票。
”
彭阳说道。

后进一步逆向传导到供应链上。

2 月 10 日复工后，公司一直使用

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高
级合伙人黄剑林认为，弹个车若在

物品进行统一标准的归置封存，向
用户推送消息，确认车内物品清单，

高利率套路贷行为。大搜车方面
称，弹个车展示给客户的金融方案

大搜车方面回复称：
“客户与公
司是融资租赁交易关系，
客户支付的

杜道锋沟通中表示，据其

“消耗库存”的方式，截至 3 月 10

未提前告知的情况下，将车拖走，造

24 小时内会联系客户寄送车内物

主要构成为首付租金、第一年月租、

首付租金与月付租金对应发票为租

成车主损失，涉嫌侵犯车主的财产

品。针对个别用户反馈物品丢失的

到期一次性买断（支付尾款），或者

权益，消费者有权要求“弹个车”返

问题，也会调取相关记录，和相关人

还原物或赔偿损失。
对于用户的拖车情况，
大搜车相

员核查。如果确实不慎导致物品丢

在部分供应商看来，
终端销

金灏亦表示，位于湖北的
供应商生产一些较小的零部
件，供应商本身有一定的库存，

了解的信息，汽车产业链未能

日湖北供应商开始陆续复工，

金发票，
支付的尾款对应发票为车辆

“顺畅转起来”的原因，其一是
受销售端表现不佳的影响，其

预计正好接上。
风神物流相关负责人则表

分期三年支付月供租金。而关于套

销售发票发票，均可自主申请获取。

二是湖北地区零部件企业受疫

示，自 3 月初开始，国内除湖北

路贷行为，大搜车相关负责人直言：
“弹个车始终在确保合法合规的情

此前大搜车提供的车辆采购发票进

情影响从而传导至整个国内汽

外的大部分区域汽车供应链物

车产业链，其三是受未被相关

流状况慢慢趋好，截至 3 月 18

况下开展汽车融资租赁业务，弹个

行了打码，
是因为车辆价格信息属于
公司与主机厂等车辆销售方之间的

机构关注到的小微供应商的实

日，国内除湖北外大部分区域

际复工情况的影响。

已经
“比较通畅”。

关负责人称，
对于正常履约的客户，
弹

失，
公司也一定会进行相应赔偿。
3 月 18 日，记者来到位于上海

个车并不会发起收车。只有在用户发

市嘉定区江桥海波路的弹个车体验

车产品相应的收费均已在合同/产

商业信息，所以进行打码处理，这个

生违约逾期还款、
多项违章长期未处理

店，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道，在弹个

品页面中明示，绝不涉及套路贷，也

信息和客户之间不存在关系。
”

3月12日，
中汽协发布汽车行

本报记者梁锶明、
赵越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