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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秋保养
让爱车美美哒

神州租车海口市一门
店前，来还车的王先生把车
停在门口，刚下车，工作人
员看了一眼车牌，便叫出了
他的全名，并拿出了早已准
备好的合同。随后陪着王
先生检查车况，结账，整个
过程不过十几分钟。

这是记者近日走访海口
多家租车行时见到的一幕。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坐飞
机或高铁到达目的地，在当
地租车出行。既没有全程自
驾奔波的疲累，又多了一份
说走就走的随性。临近中
秋、国庆假期，租车市场提前
升温。 ■ 本报记者 张婷

“双节”拒宅
租车出游更happy

省消委会提醒租车三注意：

看车企、算成本、查车况

养护车车

租车店生意俏
价格小幅上涨

“最近租车的人的确是挺多
的，很多是外地准备过节来海南旅
游的，早早就把车都预订好了，我
们的中秋租车预定从8月4日就开
始了，而国庆租车预定也是从8月
8日开始的。”神舟租车海口龙华店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越早预定价格
越划算，越临近节日，租车的人多，
价格也会有一些上涨。

以9月30日到10月7日在三
亚租车为例，目前神州租车最便宜
的一款车型为三厢1.4L自动挡的
起亚K2，如果选择周租套餐，也就
是在取车时就支付租金，则平均每
天369元，套餐价总共为2579元。
如果选择还车时后付租金则总共要
贵出289元，平均每天贵出41元。

如果有些游客是一家老小一
起来三亚旅游，想租一辆可以乘坐
7人的商务车，7座别克GL8租一
个星期，套餐优惠价则为6314元，
平均每天902元。

记者也发现，如果国庆7天准
备在三亚租车也只有9款车型可以
选择，其他车型都显示已租满。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待租
车辆数量还较为充足，但是建议有

出行打算的消费者，如果计划在当
地租车，最好提前预定，以免租不
到车或租车价过高。同时，记者也
了解到神州租车在国庆假日期间
只接受3天以上的租车订单。

租车也有套餐价
月租比日租划算

“现在大部分的客户都是使用
手机来下订单预定车辆的，可以随
时随地使用，非常方便。”神舟租车
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打开
APP，选择想要租车的城市，以及
提取车的地点，确定时间，选择车
型，便可以轻松下单了。

随后记者又走访了多家租车
行，发现类似神州租车、一嗨租车
等全国连锁的大型租车机构都推
广了自家的手机APP，大大方便了
顾客的使用。而小型的本地租车
公司，多数目前还是需要使用电话
预约或者当面预订的方式。

租金方面，由于车辆品牌，车
况等具体因素差别较大，价格稍有
差距，难以具体比较，但整体价格
水平还是比较稳定。比如同样是
国庆7天在三亚租车，一嗨租车最
便宜的5座1.5L别克凯越周租套
餐价为2352元，平均每天336元。

“建议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行

程安排，选择相应的租赁套餐，比
如周租套餐等，如果时间较长可以
考虑月租套餐，因为这些套餐价格
会比单日租的要划算很多，也让消
费者得到了实惠。”一家大型租车
机构的工作人员建议。

同时，各个租车商家也针对双
节期间推出了一些优惠活动，都提
供一些特价折扣车型的租赁服
务。如一嗨就推出了某些线路租
满两天赠送优惠券服务，中银卡及
工行信用卡可享首日半价服务，以
及新用户首日首期零租金等优惠
活动。

租车协议看仔细
假期出行好心情

“租车时最好选择正规大型
的汽车租赁公司，并签订详细的
租车合同，合同中包括出租方和
承租方的各项权利和义务，消费
者要认真查看合同内容，遇到不
懂的或不清楚的，一定要当场问
明白。尤其要看清合同中加注或
标明的有关异地违章等条款，以
免在外地违章后回来交车时遇麻
烦。协议里面一定要包含价格、
车子的外观等等内容，权利和义
务要讲清楚，免得到时候有一些
不必要的争议。”海南昌宇律师事

务所的郭律师告诉记者，的确发
生过一些消费者租车不看合同，
之后产生纠纷的案例。

省消费者委员会工作人员也
提醒广大消费者，预订以及办理租
车手续时，都有必要确认一下除了
租金和押金，是否还有别的费用。
而取车时，要认真验车，将车身划
痕记录到租车合同上，如果有必
要，还可手机拍照，以便在还车时，
证明划痕与自己无关，避免纠纷。
还车时，要保留好一份租车合同，
租车合同上应该有租车公司电话，
以便索还租车违章押金。

由于是租车，可能对车况不熟
悉，因此消费者租车时一定要先熟
悉一下车况，尤其是直接影响行车
安全的制动、转向、灯光等。对车
况要进行了解，看它的制动、转向、
灯光是不是完好，看是不是有灭火
器和三角警示架这些配备，还有车
内的设施要熟悉，包括挡位等等。
这些消费者都可以要求租车公司
相关人员提供服务。

除此之外，还要检查燃油、冷
却液、润滑油、制动液及传动系
统主要部件等。必要时还应试行
一段路程，以熟悉和检查离合
器、油门、制动器和发动机的工
作情况，发现问题应及时向租车
公司说明。

■ 本报记者 原中倩

天气渐渐转凉，人在季节交替之
时，需要特别注意保养身体，其实我
们的爱车也一样，在经过一个炎热、
多雨的夏季后，秋季来临时，汽车该
如何正确保养是有车族们比较关心
的事情。记者为此采访了海口东风
日产 4S店的专业维修技术员李师
傅。李师傅表示，秋季养车可从以下
几个方面多加保养：

1 换油换水
油、水、电是汽车常规保养不可

忽视的项目，到了秋季，车主别忘了
到维修店去检查发动机舱内的机油、
刹车油、助力油、变速箱油和防冻
液。这些油液犹如爱车的血液，到更
换周期，一定要完全换掉，以保证油
液循环的通畅。

2 顺畅“呼吸”
海南夏天天气多变，车辆经常会

遇到“风雨交加”的恶劣天气，导致空
调冷凝器和蒸发箱进气滤芯上粘满
许多泥沙、树叶、杂物及灰尘，容易使
冷凝器发生锈蚀，从而缩短空调的使
用寿命，同时使空调滤芯霉变滋生细
菌，影响车内空气的清新度。所以秋
季做一次空调的全面检查与养护十
分重要，另外，像进风口或进风格栅、
电子扇也要检查，看看这些部位是否
有杂物，如果有杂物要及时清理，可
以用空气压缩机吹走灰尘。

3 美容防“老”
由于夏天高温、多雨，车内地毯

及其他隐蔽处滋生了许多细菌，随着
秋季的来临，很有必要为您的爱车做
一次彻底的内饰杀菌与清洁。做保
养时，最好以专业的清洗剂配合高温
内饰桑拿机，这样不仅能去除车内污
垢、异味，同时还能有效地杀灭细
菌。清理完毕，再用保护剂对内饰进
行护理，便可使车内饰物焕然一新。

4 轮胎保养
进入秋季后天气转凉早晚温差

大，像轮胎这样的橡胶制品容易产生
表面的龟裂。这个时候请多注意爱
车的轮胎，如果龟裂过多、侧壁起鼓、
达到使用极限等情况就要马上换掉
轮胎。另外，到了秋天温度相对降
低，要给轮胎补充胎压，保持在规定
的气压范围内。

1 有意识的避免。在平时停车后，可以
多观察一下车辆是否停好，方向盘是否回正。
停车时有意识地把方向盘回正再下车，若发现
未回正方向盘，可及时调整，避免伤害到爱车。

2 记住方向盘的圈数。停车时，可以根
据方向盘的圈数来判断方向是否打正，在移动
车辆的同时打方向盘，只要记住方向盘从打死
到中间位的圈数，往回打到中间位就可以打正
方向盘。大多数家用轿车的方向盘从中间向
左或向右打到死的圈数是一圈半，不过有的车
型会更多。不要原地打方向盘，这样也会对车
辆造成不小的伤害。

3 停好车后前后移动一下。如果记不清
方向盘的圈数，还可以利用前后移动来判断方
向盘是否打正。停好车后只要向前或向后移
动一点距离，就能够判断出方向盘是否打正，
并在移动的同时及时调整。

4 查看轮胎方向。在停车时如果条件允
许，可以把头伸出窗外观察轮胎是否打正，一边
开车，一边观察更容易把方向盘打正。（新华网）

四招教你
回正方向盘

小细节大损伤
停车方向盘不回正有危害

在车辆转向时，由于车轮主销倾角的存在和
乘用车轮胎外倾的设计，轮胎并不完全是胎面着
地，而是胎肩和一部分胎面受力，这样就会给轮胎
侧壁带来不小的压力。同时不论主销内倾还是后
倾，都会给车轮一个回正的应力，那样的话车轮会
对转向系统的转向拉杆有个往回转的趋势和应
力，悬架系统的弹性支柱部分也会受到应力，同时
方向盘齿轮和转向拉杆齿条，就会相应地有一个
往回转的趋势。如果停车不回正方向盘，这些应
力就会持续地施加在这三个部分而无法释放，久
而久之会加速这些零件的老化和变形。

服务车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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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车车

本报讯（记者周月光）海报集团
2015金秋车展，车商收获订单，市民收
获实惠，还有一群青年人，他们收获了
成长的喜悦。以销售车展门票为主题
的丰众华长安杯职场新青年挑战赛活
动日前圆满结束。

胡然是一位尚未毕业的大学生，不
久后，他将与海南丰众华长安汽车销售
公司的高管们一起游历台湾，了解台湾
的企业文化，并向同行的高管们学习经
营管理之道。他拿下了职场新青年挑战
赛的综合实力奖，这趟台湾行便是奖品。

为了让入职场青年认清自我、挑战自
我，丰众华长安汽车销售公司策划，以海报

集团2015金秋车展为契机，聘请海盈丰
人力资源公司设计了此次职场青年挑战
赛，共有1000多青年报名参加，通过选拔，
32名勇于挑战自我的青年入选。经过短
暂培训，在5位职场成功人士指导下，他们
分成5个团队在海口市明珠广场、京华城
等商圈开展销售车展门票比拼，并在省国
际会展中心开展服务竞赛。

经过多轮比拼，最后评出服务明
星奖、销售精英奖、最佳团队奖、最佳
策划奖、综合实力奖等，奖品是台湾七
日游、现金、数码礼包等。

在评审现场，记者看到，五个团队
各有妙招，如与驾校合作推销代理、在

汽车4S店蹲点销售、把车展门票策划
成单位奖品、与商家合作开展团购、网
络策划宣传促销等。

“这是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伙伴
们每天都能感觉到自己的成长，希望来
年也有这样让职场青年获得历练的机
会。”胡然告诉记者，活动开始时，伙伴
们遭遇很多困难，有的公开场合张不开
嘴，有的街头推销连续被拒绝，但通过
几天的培训和实战，伙伴们都对销售的
工作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据了解，此次挑战赛得到众多企
业支持，优胜者大部分已经收到企业
的邀约，希望他们前去实习乃至工作。

汽车产销量
第四季度或增长

近期，各上市车企相继公布了上半年财务报告，
在中国汽车市场相对低迷的态势下，上市车企上半
年的表现显得格外亮丽。据不完全统计，包括上汽
集团、长安汽车、广汽集团、江淮汽车、比亚迪、东风
汽车等在内的近七成上市车企净利润呈同比增长，
这些企业共同的特点是旗下的自主品牌（或自主品
牌车企）普遍表现不俗，而自主品牌发展不甚乐观的
车企净利润则均出现了同比下滑。显然在当前的市
场环境下，自主品牌的发展情况已经成为决定上市
车企经营状况的关键因素之一。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所发布的数据，1~6
月，汽车总销量为1185.03万辆，同比微增1.43%，
增幅相较于去年同期回落了6.93个百分点。

在今年上半年中国汽车市场的销售形势日趋
严峻，乘用车市场的销量增长大幅收窄的情况下，
自主品牌乘用车却在市场份额“十二连降”之后开
启了“逆袭”模式。

1~6月，自主品牌乘用车以14.57%的增长率
实现了418.46万辆的销量，而与德系、日系、美
系、韩系和法系乘用车的市场占有率均有所下降。

目前，汽车市场已经进入传统的“金九银十”
阶段，无论是市场终端还是车企之间的价格战都
再度升级。由于上半年普遍采取的“官降”手段效
果不甚理想，部分车企已经在新车及换代车型的
定价上选择“一步到位”。这对于车企的经营而言
显然会增加成本负担，但这种无奈之举却未必能
够达到预期的“救市”效果。

不过，在民族证券首席汽车行业分析师曹鹤看
来，“金九银十”虽然难承重任，但销量形势到第四季
度预计将有好转，而这也有望使今年的整体销量保
持正增长，上市车企的全年净利润增长亦由此可期。

“去年600万辆、今年700万辆的黄标车及老
旧汽车淘汰，大多还没有转化为更新需求。而这
部分需求预计将在第四季度及明年上半年释放，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汽车市场的刚性需求不
足，同时拉高产销量增长。不过，等这个因素释放
之后，明年下半年汽车市场又会陷入不小的负增
长。”曹鹤表示。 （中国经营报）

海报金秋车展首次搭上全媒体“快车”

购车狂欢季 刷爆“朋友圈”

职场新青年挑战赛活动结束

挑战卖门票，明年再来战！

■ 本报记者 周月光

成交车5990辆，成交额8.34亿元，
累计观展人次18.37万人。短短4天，海
报集团2015金秋车展交出这样的答卷，
再次成为今年“海南最会卖车的车展”。
背后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今年海报集团
全媒体整体出击，使车展信息发布家喻
户晓，使车商卖点充分展示，这是海报金
秋车展核心竞争力。

“海报集团影响力太大了”

“一汽丰田今天销售业绩怎么
样？”9月 19日下午，记者给一汽丰田
海南区域经理薛伟发了这样一条短
信。他回复：“我们展台的人超级多，
从来没有这么多过，海报集团报道的
影响力太大了！”

车展4天，一汽丰田销售车辆超过
800辆，连刚在海南登陆的新皇冠2.0T
也收获50多辆订单。这样的销售业绩
超过今年岛内其它车展，薛伟把原因归
结为海报集团的多媒体宣传优势。

长安汽车是国产自主品牌汽车龙
头，这次组织了省内4家长安汽车4S店
集中参展，4天时间就售出202辆。长
安汽车现场督导员说，作为国产自主品
牌汽车，在一个车展上能取得这样的成
绩，海报集团的影响力出乎预料。

讴歌是豪华汽车品牌，进入海南才
两年时间，现在月销汽车20多辆，车展
首日两小时就收获3辆车订单。海南瑞
祥讴歌汽车销售公司总经理黄小瑞说，
讴歌在海南市场崛起，海报集团金秋车
展这个大平台起到关键作用，海报集团
的宣传报道让讴歌品牌迅速广为人知。

金秋车展上，记者注意到一个现象：
展馆四周停了不少非海口车牌的车，临
高、陵水、文昌等市县消费者纷纷结伴开
车前来观展购车。文昌的王先生半年前
就看中观致3都市SUV，但他一直没出
手。“我就在等金秋车展，开幕当天我就
赶到西海岸把观致3都市SUV开回家，
便宜好几千元呢！”王先生兴奋说道。近
年来，他的朋友几乎都在金秋车展上买
车，大家都知道这时能“捡”便宜。

互动游戏刷爆朋友圈

据了解，海南日报客户端针对车展，
开发设计多款互动游戏，在不少消费者
的微信朋友圈中广为转发。值得一提的
是，开展之前一个月，海南日报、南国都
市报就进行车展倒计时提醒。开展之前
十天，南海网与海南日报客户端都在首
页设计车展提醒。各类宣传报道为车展
造足声势，车展尚未开幕，信息发布就铺
天盖地、家喻户晓。

据不完全统计，海报集团2015金秋
车展，仅海南日报发布刊登车展各类信
息和新闻报道超过200多条，集团各媒
体发布车展信息和新闻报道2000多条。

海口北京现代汽车4S店市场总监
罗晨说，举办车展是否成功，信息发布、
宣传造势非常关键，金秋车展的核心竞
争力就是海报集团拥有的强大媒体宣传
优势。

海报集团金秋车展连续成功举办9
届，累计现场售车 23114 辆、成交额
29.498亿元、观展人次达到168.37万。
金秋车展在市民与车商中形成良好的口
碑，“最会卖车的汽车展会”品牌，从一个
侧面彰显海报集团巨大的媒体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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