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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二手车交易往往链条
冗长，信息不透明，导致只要提
起“二手车”，人们都会持怀疑
态度。一方面，面对中间商，个
人车主毫无议价能力，只能在
各种忽悠中遭到恶意压价。另
一方面，由于二手车交易市场
鱼龙混杂且信息极不对称，买
方往往只能望而却步。基于以
上问题，人人车日前开创二手
车虚拟寄售模式，致力于打造
一个协助卖家和买家直接交易
的透明模式。

据了解，人人车是国内个
人二手车交易C2C模式的创立
者。这一平台确保所有车源都
100%来自个人车主，杜绝二手
车贩的翻新车流入，最大限度
地压缩中间环节，让买家和卖
家距离更近，使二手车的交易
成本降低。同时，人人车与中
国质量认证中心合作，产品上
主打“放心车”，平台上的所有
车源，都经过评估师的249项现
场检测，有书面质检报告，最大
程度还原真实车况。而人人车
将对检测结果负责,在售后上
也提供质保，买家在买到车以
后，还将获得由人人车提供的1
年2万公里免费质保，14天无
理由退车等售后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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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乘坐出租车时发现，
司机陈师傅的出租车里的坐
垫特别凉爽，一上车便让人觉
得特别凉快。

陈师傅告诉记者，他车上
的冰垫是带有散热降温功能

的凝胶冰垫，比普通竹席及凉
垫吸热及散热效果都要好得
多，而且持续作用时间长。凝
胶是固体而非液体，不会像老
式的冰沙垫一样存在液体泄
漏的现象，一块只需几元。

自本周起，河南正式进入伏天——

爱车防暑降温，这些装备必不可少
核心提示 | 自本周开始，河南正式进入伏天，也就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天气热了，暴晒后的汽车简直就是个蒸笼，坐

进去更像是“蒸桑拿”。那么，夏日里该如何给自己和车辆添置防晒降温用品呢？记者从五花八门的防晒遮阳产品中筛选出
一些，车主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选购——

□记者 祁驿 解元利

夏天车里有空调，似乎没
有那么热，但不能忍的是，阳
光太强烈，开车时间长的话，
直接就会晒到手臂，“黑白手”
一点也不好看。

不但如此，长时间在车
内，空调一直开着，手臂也会
被吹得关节发疼，这个时候，
你就需要一副防晒手套了。

目前市面上推出的车用防晒
手套款式都很漂亮，主打长款
及蕾丝冰丝等面料，一般都可
以保护手臂不被晒伤和吹
伤。需要注意的是，不要光看
漂亮，也不要拿别的手套来代
替车用防晒手套，因为一般手
套没有防滑设计，很容易出现
方向盘打滑，进而造成事故。

防晒手套（参考价格：30元~60元）

夏季阳光强烈，强烈的阳
光、玻璃幕墙及其他反光强烈
的照射，可能导致对司机眼睛
伤害的叠加，所以墨镜就是有
车一族必备的了。

很多朋友都知道，开车的
墨镜最好是偏光镜，因为其对
紫外线的阻隔率非常高，眼睛
即便长时间直视强光，也不易

疲劳。
目前，市面上在售的太阳

眼镜价格差距比较大，在汽配
市场，记者看到，有不少100
元以下的也打着偏光的旗
号。在郑州南阳路眼镜市场，
商户告诉记者，一般来说，低
于100元的，不会是正宗的偏
光镜。

车内降温剂的主要成分
就是干冰，外加一些天然香
精、软化剂。原理是利用干冰
升华去吸热。这种产品据称
可让车内温度 5 秒内立降
40℃。

记者发现，市场上可见的
降温剂大多180毫升~600毫
升，价格30元~300元/罐，品

牌也很多，至少有“冷酷”、“车
凉王”、“冷得快”、“车立爽”等
二十多个品牌。

车内降温剂确实有部分
降温的效果，不过持续时间比
较短，配合空调才能发挥作
用。需要提醒的是,使用时要
小心，不能将它喷到玻璃上
面，否则会引起玻璃炸裂。

铝箔遮阳挡采用反射性
铝箔制造，可以起到较好的隔
热遮光效果。相比市场同时
在售的汽车隔热罩，它在展开
及折叠时更加灵活方便，较为
适合赶时间、怕麻烦的车主。

当车辆停放时，只要通过
附带的吸盘或靠静电，即可将
遮阳板吸在前后挡风玻璃处，
在防止阳光直射使车内温度
升高的同时，有效保护仪表

板、真皮座椅等车内设备。目
前，市场上除了单售前风挡铝
箔遮阳板，还推出专车专用定
制服务，包含车窗、后挡风玻
璃等位置，价格也不贵，只需
几十元到上百元。

值得注意的是，在购买
时，最好将其全部打开在灯光
或日光下仔细检查是否有破
损和漏光的地方。

偏光镜（参考价格：不低于100元）

车内降温剂（参考价格：30元~300元）

铝箔遮阳挡（参考价格：30元~120元）

凝胶冰垫（参考价格：10元左右）

打造放心二手车
交易平台

人人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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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咨询
●专业婚查取证找人88887977
●快速婚查找人取证 55981111
●现金收欠条！婚查取证、
难事帮办、找人 13283808650
不成功不收费 13213240271
●专业要账，婚查取证53300003
●要账定位找人 13213205050
●婚查找人要账 15093201112
●回收债权找人 13137119475
律师要账65322822
电话：15538156663
神速18137889110
■收购欠条■
现金收购欠条，快速，合法
多年要帐经验，快速找人，
全国唯一专线 15738812877
《律师★清债》
诚信专业 13203719080 成付

专业要帐
强大律师团队，多年要帐经验，
诚信合法，快速找人，办理各
种债务，事成收费。
总部电话：18037687790
分部电话：13937137327

老兵★清债
我公司合法诚信律师带队
快速追收企业个人各种欠款
事成收费 0371-66797888
《事成收费》

专业收购欠条，针对个人借款，
工程款，投资担保，快速找人。
郑州周边城市：15639711106
安阳鹤壁濮阳：15639277719
南阳信阳驻马店:17071603027
许昌洛阳焦作：17071603028■成功收费■
实力收购欠条,快速要账,专要
现金借款.投资担保,安全合法.
郑州及周边城市 15136126464
信阳周口驻马店 15136124332
焦作洛阳三门峡 15136241573
安阳许昌南阳：15136241572
全国速清债权
诚信为本事成收费，婚查取
证定位找人 13838043099■全国帮收■
现金收购欠条，职业要账团队，
难事帮办，婚查取证，快速找人
郑州及周边城市 15516995110
许昌周口平顶山 15538355056
安阳鹤壁濮阳市 15136429593
许昌洛阳南阳市 15136429609

《要账专家》
20年专业经验，律师团队快速
安全诚信，专要工程款现金借
款合同款单位欠款，快速找人
婚查。欢迎各地市加盟共赢。
全国热线：400-089-3691
郑州市电话：13071022966
各地市电话：18530901069
网址：www.syflfwzx.com156-3925-1221
全国要账，快速找人，债权收购

全国清债4006007297
闪15538250011办
收欠条15803991906
收欠条15803991902
要帐18530015557
诚信帮收欠款
我公司多年帮收欠款经验
小额当天，大额三天，办成收费
快速解除您欠款难收的烦恼
咨询专线：13937129575
《收欠条》

现金收购，个人企业，投资担保
公司等各种欠款，专业办理汽车
房屋感情等各种纠纷，用我们
实力和经验解决您的一切烦恼。
郑州及周边市县：15290407567
洛阳三门峡焦作：13223715686
新乡商丘安阳：13298131036
信阳驻马店南阳：15538010577
许昌平顶山周口：13027756998

找人婚查清帐
专业事成收费 13223710277

抵押贷款

专业贷款 56665566
1-10年循环用欠款房再贷快
新老房车费低银行息特快

《快贷》56705566
新老房车按揭房再贷额度高
息低循环用手续简便放款快

贷款快 56777787
1-10年循环用欠款房再贷快
新老房银行息额高含郊县

房车贷 56777788
新老房银行贷 1-10年循环用
垫资全额贷信用差欠款再贷

急用钱 56777776
身份证房车信用差借款简便
垫资快 56777776欠款房再贷

快速 56705588贷款
新老房产银行息额度高简便快
欠款房再贷 56705588含郊县

快速贷 55091136
新老车房贷信用贷银行息
企业贷保证金垫资速度快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条码037155607110

认证咨询

资质就位86180256
工商咨询

●注册公司记账 13937186845
●大额增资·注册13384020018
●注册公司 18539578966
●代办公司 15516941095
●大额增资验资 13526626508
●环评QS生产许可证63910208
●办公司增值税代理记账出口
退税税务疑难 13253513887
●企业上市服务 13526629768
●专业代理记账 13949145369
●免费注册公司 13253553330
●企业挂牌上市咨询快办投
资金融公司咨询 13140015678
●医疗器械工商 13838389446
●免费注册公司 13071035003
●注册变更快办 17737186637
●标准备案保健食品53661248
●专办咨询医疗器械资质，小公
司代理记帐 13592684668
●工程资质代理 15093281448
●工商注册代理记帐63962196
矿业权快办

全国专办电话 13598860868
“工商■资质”
物业、房地产年检●建筑
劳务●医疗器械 15538198615

【总承包快办】
建筑◆水利◆电力 63838000
市政◆公路◆通信 63830333
机电◆石油◆化工 63863366■地市专办■
建筑●市政●机电 86099088
消防●照明●承修 86099688
钢构●防水●环保 86099288
房地产●园林●物业86099188
土石方●地基●劳务86099988
低办工商资质

24 小时热线 15517559996
免费注册

工商疑难处理、大额增资
15515888182
全省资质快办
建筑·置业·园林·物业·装修
办技工·八大员 65593711
鑫汇工商资质
速办各类工程资质安全生产
许可证 65901419、65901473
园林资质特办
专办各类工程资质总承包专
业承包、垃圾清运 63819190
资质升级

专业二升一，成功再收费
房建●市政 15237179988
钢结构 0371-5666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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