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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史歌

1月23日，“品质铸传祺，荣
耀123”，广汽传祺超级品牌日暨
销售公司成立一周年新春派对
在广汽传祺骏海店火热开启，广
汽传祺营销部副部长兼华中区
大区经理李永峰先生及团队为
广大广汽传祺车主送上新春祝
福，并为现场50多台传祺GS4
新车主颁发了金钥匙。

2015年1月，广汽传祺销售
公司成立，同年4月，传祺GS4
全球同步上市，8个月售出13万
辆。在其带动下，2015年广汽传
祺销售突破19万销量，同比劲增
63%，明星车型传祺GS4获得各
大主流媒体“年度自主SUV”“年
度品质SUV”等多项大奖。

谈到传祺GS4热销的原因，
李永峰表示：“消费者对GS4的

爱来得不会无缘无故。在产品
层 面 ，传 祺 GS4 实 力 超 群 ，
200T+7GDCT动力总成具有大
扭矩、低油耗、静音好等技术优
势领先同级；配备博世最新第九
代 ESP、天 合 最 先 进 EPS、
T-BOX远程控制系统等高端配
置同级难得一见。完善的体系
实力，是造就超牛GS4背后的动
力源。广汽传祺起步即与世界
同步，坚持正向开发，坚持国际
标准，在品质与安全层面只做加
法。生产、研发、供应体系跑在
国内同行前面，和同级合资在品
质和性能上基本无差别。”

2016年，传祺GS4 235T车
型将在4月份上市，以满足消费
者对于动力更高需求；纯电动版
GS4 EV也将推出，进一步完善
GS4产品矩阵。

车险改革一个月，都有啥变化？
新车险全攻略，看这里！
□记者 祁驿 解元利

从2015年12月19日河南商业车险改革开始，已经过去了一个月，在具体的执行中，改
革到底带来了哪些变化？车主在投保和理赔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内容？为此，大河报记者
采访了保险公司和4S店的专业人士。

根据新的费率规则，商业
车险的改革着重强调风险与
费率挂钩：出事故风险越高的
车主，要付出的保费就越高；
而驾驶习惯好、不怎么出险的

“好司机”，则可享受到更优惠
的费率。

“目前新费率标准已经执
行了一个月，从我们这里的情

况看，大部分车主的商业车险
保费是下降了的。”郑州威达
东风日产保险经理陈珂说，根
据目前的情况看，保费上涨的
客户比例不足8%，不少出险
率不高的老司机，能拿到四三
折的折扣，这比之前最低6折
的折扣要划算得多。

新车险折扣最高多少？四三折！

“小剐小蹭最好不要理
赔”如今已经成为河南车主的
共识。的确，按照新的商业车
险政策，出险两次保费系数上
浮25%、3次上浮50%、4次上
浮75%、5次上浮2倍。

不过，小事故也并不是完
全就不需要理赔。平安保险
负责理赔的专员王超吉说，虽

然小事故理赔会增加保费系
数，但很多事故车主自己是无
法判断维修费用的，发生事故
后，可先让保险公司的查勘人
员提前预估损失金额，如赔付
金额高于来年保费上涨额度，
首推向保险公司索赔；如赔付
金额低于保费上涨额度，还是
自行修理更划算。

小事故不该理赔？不一定！

此次河南的车险改革还
有一个“亮点”，就是“代位赔
偿”——遇到对方负全责的保
险事故，如果对方因为投保额
不足或没有能力赔偿，受损一
方可以要求自己的保险公司
先行赔付，然后由保险公司负
责向对方追偿。

王超吉告诉记者，从费改
一个月的情况看，代位赔偿是
目前最受欢迎的，“因为一旦
和农用车、电动车等发生事
故，对方没车险，或者赔付能
力不强不愿赔付，保险公司都
可以先帮车主解决赔偿的问
题。”

对方赔不起咋办？
代位赔偿！

“本次‘商车改’删减了大
量客户较少购买的附加险，增
加了新的险种。”平安车险保
险师孔媛媛告诉记者，将车
灯、倒车镜单独损坏纳入了车
损险的承保范围，同时新增了
机动车损失保险无法找到第
三方特约险。减少了责任免
除事项，扩大了保险责任。

“无法找到第三方特约险
最近很多客户关注。”上海大
众河南天顺成保险经理崔军
说，现在停车难，很多停车时
发生的事故难以找到责任人，

“这个险种就解决了之前只能
赔70%的问题，而且也不贵，
10多万的车也就100多元的
保费”。

这个新险种最近很
热，可以买！

□记者 李哲

1月23日，以“在路上 新起
航”为主题，广汽本田郑州北环
店2015年终客户答谢会于郑州
北环店展厅内举办，来自郑州的
媒体、客户共同见证这一时刻。

郑州北环店总经理王波强
调指出，历经15年历史的郑州北
环店，一路风雨一路歌。2015年
是市场大环境无限震荡的一年，
同时也是郑州北环店深感挑战
和压力的一年，但不管外部条件

如何艰巨，郑州北环店始终坚持
“以客户为中心，急客户之所急，
想客户之所想”的经营理念不
变。 2016年，郑州北环店仍将
继续坚持“客户至上”的服务理
念，力求为客户提供最细致、最
贴心的高品质服务。

答谢会活动现场节目精彩
纷呈,众多优惠、大奖送不停。
最后，伴随着一曲《难忘今宵》全
场合唱，广汽本田2015年终客
户答谢会在温馨的歌声中圆满
落幕。

广本北环店答谢客户

全年销售劲增63%

传祺销售公司举办新春派对

道路免费救援服务、免费
代步车服务、免费酒后代拖
……在车险改革后，价格更加
透明，不少保险公司将竞争重
点放在了增值服务上，但这些

“免费”都是“有限”的。
如平安车险推出的“百公

里免费道路救援服务”，其隐
性要求为“百公里以内免费”，
超出部分则要高于市场价收
取，其他服务范围之外的费用
亦是高于市场价来收取，一般
情况下车主都是要额外付费
的。阳光车险的“无限次非事

故道路救援，提供修车、送油、
换胎、修理”服务，同样也仅限
于“非事故”情况，且要保证险
企当时有闲置的车辆与人员。

另外，有保险公司高举
“免费代步车服务”的招牌，同
样也是宣传意义大于实际意
义。如安邦保险高调宣称可
提供该项增值服务，不过据知
情人士透露，目前由于该保险
公司的代步车辆有限，一般都
需要提前3天或一周预约，才
可能调配到代步车，而且还有
公里数和天数限制。

费改后“增值服务”多，要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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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刊登 大河报 分类广告
大河报广告中心服务点：
1.郑州市城东路顺河路口南20米路东 66369622 66302345
2.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3.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4.郑州市黄河路与政七街交叉口向东100米路南水利厅一楼商铺 65970450 65970445

汽车租赁 ●首航租车66664788新车特价设计施工 ●李丽预算标书 15837190386

分类信息栏目
分别在B07、08版

家政服务

●居家易家政55555561
●专业保洁钟点工18103827234

信息窗口

●售库存棉袜6角13676905591

招商

●全峰快递加盟18100325618
●全峰快递加盟13783595572
●福满门酒招商18037119410

转让

●搅拌站转或租13526708166

寻人启事

●刘郑霞女50岁
1.65米郑州人有

精神病史2013年8
月离家出走至今

未归望知情者转

告家人定重谢13623819973
●李世豪，男，河

南省襄城县颖阳

镇洪村寺村人。

现家里联系不上

此人，十分担心

希望有见到的好心人能联系

他的家人。15603873165,
李先生，必有重谢

出租招租

●门面房综合楼1-7层12600
平方整体出租，可经营酒店

商业，厂房出租，地址：郑

东新区白沙镇政府对面，李

15515923456，18300697666
●大学餐厅窗口招租15290420888

●温县大型车间13526445918
●大学校园门面15003822238

出租仓库厂院

●万三路与郑汴路北国有厂

房办公 5000㎡独立院招租电

话18237175283、15637137727

房地产

●近高铁精装房18689722179
海南养生房

北纬18.5度温馨度假区，

依山傍水森林覆盖率83.3%，
年均温度22.7，90岁以上

老人已达1.87万，电梯洋房

19.6万/套起，三天两晚免

费体验看房0371-55698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