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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杨刘浩

传说是这样的：“排气管位
置比较低的车型，涉水的时候
发动机频繁熄火，有可能会让
排气系统进水而导致无法启动
车辆，所以一定要关闭启停系
统，让发动机一直保持在不熄
火的状态。”有些厂家的官方微
博、微信甚至也转发了上述消
息；但也有些厂家称自家车是

“智能自动启停”，能自动判断
车辆是否涉水，不存在这个问
题。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
了金利源汽修的桑瑞师傅。

按照桑瑞的说法，如果雨
天不得不涉水行驶，最好关闭
自动启停系统：一旦发动机是
因为进水导致熄火，而自动启
停系统仍在工作的话，就会自
动再次发动汽车——涉水熄火
的车辆再度启动，很可能扩大
损失，导致发动机受损。而一
旦因为涉水熄火后再次启动导

致的发动机损失，保险公司是
不赔的！

至于设计周全的进口车，
尤其是底盘高、进气口高的越
野车型，涉水行驶时确实相对
不易熄火，但如果说智能到能
自动判断车辆是否涉水，桑瑞
认为有些言过其实。因此，为
了保险起见，在车辆不得不涉
水的时候，还是手动将自动启
停功能关掉为好。

同时，桑瑞还特别提醒：遇
到暴雨等极端天气时，首先要
尽量避免在积水路面行驶；其
次，不得不涉水时，要有一定的
判断能力和驾驶技术：缓慢、低
速通过，并不停目测水位深度，
如果水面超过半个车轮的高
度，还是乖乖地退回吧；第三，
投保涉水险。“无论何时都要记
得，虽然交了车船税，但咱买的
毕竟是车不是船”！

●出行前规划路线
遇到恶劣天气时，出门前应及

早做好路线上的合理规划。可以
通过广播电视、微博微信、手机短
信等多种方式去了解最新的道路
积水情况和路况信息，合理规划绕
行路线，尽量绕开隧道出入口、下
沉式立交等易积水路段。

●涉水前冷静判断
涉水行车，最重要的是要预

先判断能否应付积水的深度。对
于非越野车辆来说，车轮一半以
下的水深还比较安全，轮胎抓地
性、底盘防水性以及车内密封性
都较有保障。当水深超过车轮一
半时就比较危险了。

●涉水的驾驶技巧
驾车涉水时，手动挡车型应

使用一挡（如通过长距离、较浅
积水时也可使用二挡），自动挡
车型应换用手动模式或使用低
速挡。全程不要换挡，油门应
尽量稳定、柔和。发动机带有
自动启停功能的车主请关闭自
动启停功能，以免频繁启停造
成发动机进水；底盘较高的
MPV和SUV车型，也不要大
意而快速通过积水区。若多车
涉水通行，后车尽量等前车完
全驶离积水路段后再进入，以
免水浪互相叠加淹灭发动机。

●出水后不忘检查
由于车辆在涉水过程中承

受着很大的冲击，因此在涉水
完成后最好立即做一个简单的
检查。比如看看车辆号牌是否
脱落或产生松动，车辆的保险

杠、前灯等是否在水浪的冲击下
产生错位和变形等。另外，通过
积水区后，为让制动盘片尽快恢
复性能，驾驶者可以在行进中轻
踩刹车，让制动盘片之间的摩擦
来烘干水分。

●若被困保持冷静
车辆涉水过程中若不慎熄

火，如果身处低洼地区且雨势不
减，就一定要弃车等待，以免水
位暴涨带来危险。如果水位已
经上涨到车门位置，车门就有可
能受到内外压力差的影响无法
打开，这时就应该考虑击碎玻璃
逃生了。当车内逐渐进水，车内
外水位相差不多，车门上的压力
差就会减少，这时就可以用全力
打开车门，抓住最后的机会逃
生。

雨季驾车出行小贴士

核心提示 | 今年夏季
的雨水特别多，强度也比较
大，短时间内很容易造成局
部积水。那么，广大车友在
不得不涉水出行时，应该注
意哪些问题呢？不妨看看记
者整理的雨季驾车出行小贴
士——

涉水行车，
自动启停功能要关闭？

核心提示 | 最近几天，微信朋友圈里有这样一条
消息流传特别广：“特别通知带自动启停功能的车：雨
天一定要关闭这个功能！”爱车有这个省油的高大上功
能的车主马上不淡定了——真的吗？

□记者 杨刘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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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招租 ●写字间楼 ●房产中介 ●出租仓库厂院 ●求购求租 ●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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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

●办房产疑杂症 13837152577
●让内部团现房 13243431223
●整院 2640m2售 18137181911
●经开区东方今典独栋别墅，

业主出国急售 13803816249

写字间楼
●写字楼公房租 13938283306

求购求租
●求购商住用地 13937166607

●求租郑州周边工业用地

30亩 13298346387

出租仓库厂院

●平原新区标准厂房4万平方

自由分割或整体招租：

蔡先生 13653822289
●国有仓库招租南曹库电话：

15093167057白沙库，九龙

镇库电话：13673377326
●中牟厂房出租 13213190932

●北四环水产大世界附近 650
m2库房或办公用 13837188109
●北四环厂仓租 13673661085
●郑西 8亩厂院 13007618466
●金岱园区标准化仓库车间

写字楼50-3500m215343839977
●江山路 2 万 m213903718234
●化工路四环内1500平方标准

厂房带院电话 13703952041

出租招租

●高校窗口招租 15736751993

●陇海路兴华北街现房 5000
平可分割注册 13525515567
●三全路小区地下车位、电梯

内广告位出租 65328990
●高校窗口招租 18737174558
●花园北路省汽贸350m2汽车展

厅招租 15937113302 王女士

●纬五空房出租 13910689166
●金水路时尚PARTY门面二楼

招租 53371089
●花园路农科路交叉处2楼840
m2内高 4.5米带电梯位置绝佳

适合各种经营 13937188601杨

旺铺招租
黄河路经四路交叉口现房商

铺，建筑面积 600到 2000平方

之间，有水电、中央空调、门

口车位。适合银行、金铺、

西餐、影楼等公司入驻

15290856399 15003954211
中青大厦招租
整层半层精装 1820362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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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租赁 ●汽车销售 ●求购二手车 ●转让车辆 ●汽修驾校

转让车辆 ●出售一批二手红岩渣土车和

奔驰牵引车 18638797500姜

汽车租赁

●首航租车66664788新车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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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材料 ●设计施工 ●装修装饰 ●照明亮化 ●建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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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建筑设计 15238618651
●李丽预算标书 15837190386
●专业预●决算 15238059117 分类信息栏目

分别在B06、07版

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
●招商●医药招商●家政服务●让商铺门面●家电维修●电脑维修●寻物 ●寻人
●公告●商务礼仪●信息窗口●让饭店酒吧●承建网站●航空售票●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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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窗口

●厂存棉袜6角清13676905591

家政服务

●疏通管道88882273清化粪池

●利民保姆陪护护理53727683

●满意月嫂育婴保姆63882177
●培训后保姆月嫂 65930584
●我爱我家家政保洁66662288

招 商

●李记冷串小吃加盟

独特秘方 13783622111
●大型快递公司有部分区域

对外承包 18037378260

●广通快递招商 15514539133
●全峰快递加盟 18100325618
●全峰快递加盟 13783595572
●广东迅达电梯低价入市,招总

代、项目合作 15617699399
●本公司大型优质房地产项

目（190 万）平方，诚寻有

实力的开发商、建筑商及有

一定实力的单位和个人合作。

电话：18300691076
旺铺招商

郑州、商丘、新乡、许昌火

车站内、外有商铺出租，许昌

火车站内外广告位整体招商

联系人：王先生 13526570988

转 让

●万象城附近物业（酒店、餐

饮）整体转让 13700888738
●转让商住用地 15515679333
●●盈利宾馆转让15713870691

家电维修

●空调移修66677733保养充氟

●50元专移修收空调53778919
●厂家专移修收空调66669222
●格力美的补氟清洗56692925

电脑维修

●汇科维修20元上门63556955

软件网站

●定制营销型网站 5668330
●300全套建网站13598809660
●398 起建网站 15981824310

转让商铺门面

●●门面旺铺转租15713870697

寻人启事

●李小表,男,49岁
济源市五龙口镇人

身高1.71米左右,2
015年 6月 23日下

午3点10分在郑州

火车站走失，穿迷彩服，深褐

色裤子，迷彩鞋有智力障碍，

有知情者请联系 1597877971
7,18939148670定重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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