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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签证分期付款

外交签证：A2 
⼯作签证：E1 / E2 / E3 / 
H1B1 / H1B / H2A / H2B / 
H3 / L1 / L2 / O1/ TN       
学⽣签证：F1 / J1 / M1
绿卡

1

签证购⻋租⻋领域的

权威品牌
作为全球最⼤的外派⼈员购⻋集团，我们联合各⼤汽⻋制造商为国际

⼈⼠量⾝定制购⻋计划，⽀持绿卡持有者及外交、⼯作和学⽣签证。

奥迪美国官⽹

www.audiusa.com

"
外交官购⻋体验

我们提供上百种⻋型的跨国

购⻋服务，帮助您在⼊境前

预定⼼仪⻋辆，省却等待时

间，在到达美国后最短时间

内⾃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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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intlautochina.com

品牌官⽅认定

我们是 奥迪、⼤众  等诸

多汽⻋品牌官⽅指定的国际

⼈⼠购⻋项⽬的国际分销商

（Global Distribu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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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AutoSource （"国际汽⻋资源集团"） 
offers Foreign Expatriates moving to the US the 

ability to purchase, finance or lease an Audi vehicle 
before arriving in the states. 

Enjoy competitive pricing on all Audi models with 
the ability to special order... "



International AutoSource (IAS) | 国际汽⻋资源集团专注于为赴美的国际
⼈⼠量⾝打造⼀站式购⻋服务。历经26年，IAS 为数万名来⾃欧洲、美洲、
亚太、中东和⾮洲的驻美⾼管、外交官、留学⽣提供专业贴⼼的购⻋服务。 

⾃1995年起，IAS 与各⼤汽⻋制造商⻓
期保持紧密合作关系，成为国际⼈⼠购

⻋领域中⾸屈⼀指的授权服务商，享有

极⾼商业信誉。得益于⼴阔的全球运输

供应关系⽹和专业的服务，IAS 在为外
籍⼈⼠量⾝定制购⻋计划时，不仅使客

户⽆需担⼼过短的美国信⽤或驾驶记录

带来的购⻋障碍，还会协助完成全部购

⻋流程，帮助客户节省时间与精⼒。 我们荣幸地为您提供：

来⾃全球运输供应⽹络的上百种⻋型  

⽆需美国信⽤记录的特权贷款项⽬

多样完备的汽⻋购买和租赁计划

优惠的汽⻋短期租赁价格

外交官级别的⼀站式服务

多元化的亚洲精英社区

⾯对全球疫情和汽⻋短缺的挑战，

我们全⼒帮助您在最短的时间内

获得最安全的个⼈交通⽅式。

关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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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保证

1963

1987
外交官驻外购⻋项⽬成⽴

覆盖世界各地的美国外交官

专项定制购⻋项⽬

为美国政府外派成员

在海外的交通需求服务

集团总公司 OMSG 成⽴

IAS ⻓短期租赁项⽬成⽴

IAS 国际汽⻋资源集团成⽴

为赴美的各国医疗专业⼈⼠

量⾝定制的购⻋项⽬

医疗团队购⻋项⽬成⽴

外派⾦融项⽬（ECG）成⽴

IAS 租赁发展⾄150+国家/地区

1995

2005

2008

服务于各国外派⼈员的

全⽅位汽⻋⻓短期租赁项⽬

协助国际⼈⼠移居

美国的特权购⻋项⽬

为赴美外派⾼管在美国

⻓期租⻋定制的⾦融项⽬

2015

2017

IAS ⼤中华区团队建⽴

专项为赴美的华裔精英

提供最贴⼼专业的购⻋指导

2022

享誉60载的

www.intlautochina.com



 IAS China    6

⼀站式购⻋服务体验

外交官级别的

联系我们并告知

在美国的⻋辆需求

1

交付⼩额定⾦

预定⻋辆

3

欢迎到达美国！

4

获得美国驾照

7

专业团队帮您量⾝定制

在美国的⽤⻋计划

2

若需⻓期租赁或贷款，

IAS 协助完成⽂件准备

6

安排具体提⻋时间

IAS 美国运营团队

和您联系

5

9

IAS 协助完成保险购买

8

喜提爱⻋！

10

⼤中华区 | 由于美国⻋辆短缺，建议离境前3-4个⽉筹备

订单提交过程约1-2周

考取美国驾驶执照约 2 周⾄ 3 个⽉

美国 | 提⻋前1-3个⽉

购⻋流程介绍



上百种⻋型
来⾃全球运输供应⽹络的

部分热⻔⻋型

Medium SUV
奥迪 Q5

Small SUV
⼤众 Taos

Sedan
尼桑 Altima

Sporty SUV
吉普 Wrangler

Convertible
福特 Mustang

Pickup Truck
RAM 1500

Minivan
克莱斯勒 Paci�ca

  7   IAS China 

Large SUV
林肯 Aviator



美国的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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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影响购⻋成本？

⽆需美国信⽤记录的

特权贷款项⽬
IAS 联合各⼤汽⻋制造商为国际⼈⼠量⾝定制，⽆需美国信⽤记

录即可获得合理优惠利率的特权贷款项⽬。此外，从预批准到申

请提交到合同执⾏，客户能够在整个财务流程中获得⽀持。

www.intlautochina.com

IAS承诺，订单价即最终⽀付价。

客户预定的⻋辆不会受到⾦融机

构利率和剩余价值预期变化带来

的影响。

价格保护！
提前锁定价格和利率优势

Source: ABC news. Auto Loan rates and average monthly 
payments based on a typical 36 month auto loan of $25,000. 
Rates as of January 2020.



购买租赁⽅式

对⽐类型 短租

Rental

贷款

Finance

现⾦
Cash

⻓租
Lease

概念

从⼤型租⻋公司获得短期
的⽤⻋服务，⽀付短期租
赁费（⼀般以⼩时、⽇、

周、⽉计算）

与经销商签订⻓期租赁合
同，租期结束后可以选择付
清余款购买⻋辆（⼀般以年
计算，费⽤按⽉平均收取）

从经销商合作⾦融机构或汽
⻋制造商⾦融部获得贷款，
分期⽀付购买（⼀般以年计
算，费⽤按⽉平均收取）

从经销商处⽤现⾦全款
购买汽⻋

签证类型 所有（法律规定
不⼩于21岁）

外交签证，⼯作签证 外交签证，⼯作签证，学⽣签证

适⽤时⻓ <1 年 （单次租赁7天
⾄11个⽉，可延⻓）

1-3 年 > 3 年

合同期数 ⽆ 1-3年 2-5年 ⽆

拥有权 仅有使⽤权
（随机⻋辆）

拥有选购权
（专属⻋辆）

拥有汽⻋的所有权
（专属⻋辆）

是否需要定⾦
（信⽤卡/电汇） ⽆ 需要 （⼩额定⾦）

⾸付⽐率
（电汇/⽀票） ⽆ 约10%-15%

⼯作外交签证：约20%

学⽣签证：约30%
⽆

每⽉付款形式 信⽤卡每⽉⾃动⽀付 美国银⾏账户⾃动⽀付 美国银⾏账户⾃动⽀付 ⽆

汽⻋购买和租赁计划

多样完备的

www.intlauto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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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价格受⻋型、时间、地点的影响，以下案例仅供参考

此租⻋订单中，IAS 的协议价格（含保险）仅为市场价格的33%

客户案例分享

极具竞争⼒的
短期租赁项⽬

国际汽⻋资源集团与美国⼤型租⻋公司Hertz和Avis

签署协议，为客户的短期租赁提供特殊价格优惠。

www.intlautochina.com

IAS 客户案例：
⻋型：Mid Size SUV 

时间：8/1/2022 - 8/31/2022

地点：Seattle, WA 98101

IAS 含保险报价 (美⾦)：
Base Rate: $859.00

Sales Tax/License and 

Surcharges: $180.82

Sub Total: $1,039.82

IAS Service Fee: $390.00

Total Estimated Rental Rate 

Every 30 Days: $1,429.82, 
insurance included.

$1,429.82 IAS 含保险 $4,375.94Hertz 含保险

市场价格来源：Hertz官⽅⽹站

VS

Mid SUVCAR Example



远离家乡亲⼈⼩伙伴，但...

你不是⼀个⼈在战⽃。

01 02 03

IAS ⼤中华区团队

IAS ⼤中华区销售、运营团

队的每⼀位成员都在美国有

多年丰富的学习、⽣活、⼯

作经历，为您对美国⽣活的

疑问提供最⾼效的咨询。

多元化的

亚洲精英社区

战略合作伙伴

IAS精选的战略合作伙伴为

各⾃⾏业的领军者，可以为

您在美国⼯作学习的深度需

求提供最优质专业的服务。

⼴阔的精英社区

我们⼴阔的精英社区富含丰

富的资源，包括教育、医

疗、⾦融、法律、艺术、 

体育、建筑等领域，为您的

美国⽣活开启绚烂的旅程。

www.intlauto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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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汽⻋资源集团
International AutoSource

175 Crossways Park Dr W

 Woodbury, NY 11797 www.intlautochina.com

微信公众号

IAS_China

info@intlautochina.com

www.intlautochina.com

⼩红书

International AutoSour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