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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 综合

毕业想买车 奈何暑期优惠少
再等两个月，秋季大河国际车展上实惠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耿子腾
在河南大学读了三年研究生的小张，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毕业典礼；在郑州大学完成了四
年本科学业的小刘也即将在八月份走上工作岗位。记者调查发现，随着 7 月暑期来临，很多
即将走出校门开始新起点的大学毕业生都开始考虑给自己挑选一款爱车代步，既能提高上
下班的效率，又能免去挤公交地铁的麻烦。

车钥匙不见了、车钥匙被锁车内
了怎么办？近日，记者接到了许多读
者朋友的咨询电话，表示打不开车门
既着急又无助。为此，记者专门请教
了业内人士。

车钥匙不见了怎么办？
快来记住这些招数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婷婷

暑期购车优惠并不多
大学毕业生暑期买车能
否优惠？记者对郑州市场进
行了一番了解。据几家 4S
店的销售经理介绍，最近前
来给孩子咨询买车的家长有
不少，也有些毕业生在家长
的陪同下到店看车。郑州大
广 4S 店李经理表示，目前暑
期有专门针对毕业生优惠购
车的政策。郑州东风本田
4S 店的销售人员张晶晶告
诉记者，具体优惠要视车型
而定，不同车型优惠价格也
不同，针对暑期学生购车，店
里会在原本优惠的基础上在
保险补贴和分期利息上给予
一定优惠，以 CRV1.5T 舒适
版车型为例，在暑期购车优
惠能达到两万多元。
河南新希望 4S 店的李
盼告诉记者，他们针对暑期
毕业生购车专门推出了“慧
享车”购车方案，比如学生选
择较多的科鲁兹、科沃兹和
赛 欧 都 有 2 万 ~3 万 元 的 优
惠，并且月供和分期的利息

都是目前最低的。拿科沃兹
来说，学生购车最低首付只
要 2980 元，还可以享受最低
1075 元的月供。
记者注意到，有优惠的
品牌大多是以金融政策优惠
为主，实际车价上的优惠并
不多。因为考虑到刚毕业的
学生手头资金并不充裕，除
非是家里资助，否则自己买
车还是有不小的压力，所以
经销商还是尽量以“低首付”
“零利息”等吸引学生分期购
车，最终的购车花费可能并
不少。据东风日产和丰田的
销售负责人介绍，目前还没
有针对暑期毕业生购车的专
项优惠政策。郑州一家大众
4S 店的销售经理告诉记者，
有没有优惠要看经销商或厂
家有没有大客户政策，就是
会针对某一个群体，如老师、
毕业生、公务员推出相应的
购车补贴政策。目前单店还
没有相应的优惠政策。

买车再等等也不迟
据记者了解，毕业生大

多对汽车并没有太多了解，
看车也需要一段时间。小张
告诉记者，自己对车也不了
解，家里就说给 15 万元自己
看着挑辆差不多的就行。理
工科毕业的小刘倒是目标明
确，在家里的资助下准备贷
款买辆合资品牌的车型，最
终锁定了两三个车型，准备
再挑一挑。
毕业生该如何买车，业
内人士也给出了指导意见。
刚毕业的学生大多以刚需代
步为主，由于没有太多驾驶
经验，收入也有差异，最好能
选择使用成本低、可靠性高、
保值的车型。这样日后用车
会省不少钱，将来升级换车
也不至于损失太大。
在给孩子买车的家长
中，考虑以代步为主的经济
型小车的最多，为了不给孩
子增加经济负担，大多都是
全款提车。所以，对家长来
说实实在在的车价优惠要比
金融优惠政策更有吸引力，
而 9 月 7 日~10 日的秋季大
河国际车展，就是一个能得
到实在优惠的良机。

北现金融：畅跑绿博园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赵丰玉
7 月 8 日上午，郑州绿博
园，一场由北京现代汽车金
融主办的跑步活动精彩上
演。3 公里亲子跑和 10 公里
健康跑，500 多名参赛者挥
汗如雨，热情高涨。
北京现代汽车金融主办
的跑步活动，从 4 月启动至
今，已在长沙、南京、深圳、苏
州、重庆成功举办，郑州站之

后还将在西安、昆明、青岛、
沈阳、太原、北京等地举行。
北京现代汽车金融主办
的跑步活动，从多个方面展
现出专业性。在开跑之前，
主办方发放参赛号牌、组织
入场，井然有序，尤其是开赛
前由专业教练带领的热身运
动赢得参赛者的好评。途
中，跑者不仅能欣赏绿博园
沿途美景，还有多个补水点
提供服务，不时可以看到医
护人员、领跑兔随队奔跑，再

加上电子计时芯片、官方摄
影等元素，让跑者跑得畅快，
跑得放心。跑步结束，参赛
者还能领到奖牌并现场刻上
名字，再加上限量版趣味 T
恤、号码布塑封，让跑者纪念
感爆棚。
北京现代汽车金融有限
公司大客户部部长黄家平表
示，祖国山河大好，中原历史
悠久，跑步追求的不只是健
康，更是一种面对生活的积
极态度。

招数一：备用钥匙
河南普润汽车 4S 店销售
顾问张朋介绍，买车时一般都
会给两把钥匙，一把是日常用
的钥匙，还有一把则是备用钥
匙。如果常用钥匙不小心丢
了 ，这 时 备 用 钥 匙 就 起 作 用
了，但这一般适合离家比较近
的情况，如果出门在外地，取
不到备用钥匙，就需要通过开
锁才能打开车门。

招数二：找 4S 店配钥匙
出门在外地或者两把钥
匙都没了，这时就要去 4S 店
配钥匙了。记者向 4S 店咨询
得知，一般十几万元的车型，
配把车钥匙大概需要六七百
元，车价不同，配钥匙的费用
也不同，豪华车三四千也是有
可 能 的 ，一 般 在 300~1200
元 。 张 朋 说 ，如 果 店 内 有 存
货，一般很快就配好了，如果
没有则需要从厂家申请发货，
一般需要 3~5 天。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车型
不同，4S 店会经过修改随车
电脑参数，做出一把新的车钥
匙，虽然这样比较经济方便，
但也存在一定风险，就是车内
的贵重物品可能被盗。河南
旭龙别克 4S 店技术经理冯卫
星介绍，这是因为汽车钥匙的
参数虽然变化了，但之前丢失
的那把钥匙还是可以打开车
门。所以如果车主怀疑自己
将钥匙丢在车附近或者小区
内，最好更换一下汽车的机械
锁芯，这样可以保证车内物品
的安全性。

招数三：找开锁公司
在 4S 店配车钥匙，专业
可靠肯定没的说，但需要找拖
车公司拖到店内，昂贵的拖车
费也是一个问题。这时很多
车主为了省事儿又省钱，就会

选择找开锁公司进行开锁。
但车主一定要记住验证配钥
匙公司是否有相关资质，是否
在公安部门备案和有接受培
训的证书，并要求从业人员出
示上岗证，以证明其具有从业
资质。
7 月 3 日，记者咨询了两
家看起来比较正规的开锁公
司后得知，他们的费用一般在
200~1000 元 。 优 点 是 价 格
相比 4S 店会便宜一些，而且
开锁工人可以现场开锁，不用
拖车，开锁和配钥匙时间也较
短；缺点是每把汽车的电子钥
匙都是一个数据库，你配完钥
匙就留下了汽车的密码信息，
存在安全隐患。值得一提的
是，汽车开锁，无论是找 4S 店
还是开锁公司都需要准备身
份证、行驶证、驾驶证。

招数四：远程开锁
随着科技发展，汽车也变
得越来越智能，车钥匙就是其
中一项。冯卫星介绍，现在市
场上很多车型都配备有安吉
星，它可以通过远程操控解锁
汽车。如果你在关门下车后，
不小心把车钥匙忘在车内，车
辆又已经自动落锁。这时车
主就可以通过拨打安吉星客
服电话，在核实车辆的准确信
息后，将车辆进行解锁，打开
车门。

招数五：砸车玻璃
如果你的爱车没有配备
安吉星功能，又比较着急的情
况下，可以选择砸车窗玻璃。
但砸车窗玻璃也有一定讲究，
不可以随意砸，一般最好选择
后排的车窗三角玻璃进行砸，
这种玻璃价格不会太贵，而且
在行驶中对车辆也不会有太
多妨碍。需要注意的是，砸车
玻璃要使用安全锤或者专业
的工具，这样也不容易伤到自
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