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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36 岁，1.78 米，离
异，个体老板，有房有车，成
熟稳重，觅 1.60 米以上,25
岁~30岁形象好、气质佳的
女性为伴。（婚介勿扰）
电话：15896675369

男 51 岁，1.75 米，离
异，某银行领导，本科儒雅，
重情顾家，有车房诚觅；46
岁以下，漂亮温柔高素质顾
家女性（区域，经济不限）
顾姐鹊桥15303796990

女，48 岁，1.65 米，离
异独居，事业单位，肤白气
质佳。觅 48 岁以上，1.72
米以上，企事业科研院所，
个体私营，有责任心的成功
男士。本人：15713798509

男 58 岁 ，1.72
米，丧偶，有一男孩，
已成家，无负担，有房
可两边住，觅 61 岁以
下女士为伴。
电话：15138745098

◆智慧阳光男孩，31 岁，
1.76 米，本科，事业单位
在编，有车有房◆成功男士，45岁，离异，大
专，1.75米，有车有房有公司◆重情顾家男士，54 岁，
1.76 米，大专离异，做工
程，收入丰

13027639387中央百货1301室
真心牵线军民共建

黄老师退休后用真心给
单身朋友牵线，经她介绍有
成百上千名单身喜结良缘，
免费登记，安排合适，收费低

◆女，24 岁，未
婚 ，1.60 米 ，本
科，小学教师◆女，27 岁，未
婚 ，1.63 米 ，本
科，事业单位◆女，29 岁，未
婚 ，1.62 米 ，本
科，事业单位

◆ 男 ，30 岁 ，未
婚，1.73米，本科，
科研单位◆男，35岁，离异，
1.73 米，本科，高
管年薪20万，车房◆ 男 ，41 岁 ，离
异，1.80 米，自办
公司 ，车、房

好姻缘交友会所

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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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打造洛阳大型中高端单身交友平台
数码大厦A座707室 http:www.lyhyy.com QQ：244851919

相亲热线：63120320 63121321

微信号：lyhyyjy

春天来了，恋爱季节
到 了 ，咱 家 的 孩 子 还 单
身吗？是否在外地忙于
工 作 忽 略 了 个 人 问 题 ，
赶快来参加在京子女父
母 联 谊 会 吧 ，找 个 咱 知
根 知 底 的 本 地 家 庭 ，早
日有个自己幸福的小家
庭，免介绍费。

单身子女父母联谊会

报名地址：中州路与定鼎路交叉
口西北50米曼迪诺婚礼汇馆
报名电话：18613790172

◆女，29 岁，银行经
理，1.63米，本科 未婚，相
貌甜美，身材苗条，性格温
顺 ，貌好气质佳，诚觅真
爱有缘男士！◆女，26岁，1.69米，
本科，未婚 金融单位，有
车有房，她是一个非常美
丽的女孩，皮肤白皙性格
开朗，寻优秀男孩！微信
lysjjy◆男，45岁，1.74米，
离单，科研单位部门负责
人。 好车好房多套，诚寻
一 位会持家懂生活的女
士为伴 Q497273352◆男，46 岁，经商，才
财皆优，年收丰，高档车
房，1.75 米，本科，离单，
俊 朗稳重儒雅，诚觅温柔
贤惠、气质佳的女士可带
孩Q497273352

世纪佳缘一对一红娘服务
世纪佳缘vip中心招聘优秀情感顾问20名，欢

迎沟通能力好 形象气质佳亲 和力好的女士加入！
vip.jiayuan.com 13721691866

（幸福起点交友俱乐部）
凯瑞君临商务大厦5层 63120885 63120880

◆男，35 岁，自营公
司，1.80 米，离异未育，他
高大英俊，收入丰厚，商业
眼 光精锐，有魄力，恋家
的他渴望早日遇见合适的
伴侣。微信 lyxfqd◆男，40岁，部队转业
军官自营实体，资产丰，1.75
米，离异，收入丰厚，睿智豁
达、随和风趣的成熟男人，渴
望遇到通情达理的伴侣◆ 30 岁 未 婚 男 孩 ，
1.78 米，本科，银行客户
经理，收入稳定，已购大套
精装雅宅 。男孩仪表堂
堂，沉稳踏实给人一种强
烈的安全感◆男，29岁，经商，有
事业和物质基础，1.75米，
本科，未婚，有车有房，乐
观率真的他俊朗，人品好，
家庭责任感强，诚挚征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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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牛鹏远

当下，不少购车一族通
过“汽车超市”购车。与 4S
店相比，同款车型在“汽车
超市”价格能便宜不少，提
车周期也大幅缩短，但其中
也有不少潜在问题，让消费
者防不胜防。

市民通过“汽车超市”购
车，怎样既能享受价格优惠
又能买到质量有保障的汽
车？洛阳晚报记者请业内人
士为您支招。

通过“汽车超市”购车，咋样才能既享实惠又有质量保证？其中有门道也有讲究——

认准资质签合同 提车之时细检测

通过“汽车超市”购车，如何才能既享
受到优惠的价格，又能保障汽车质量？

徐明建议，顾客通过“汽车超市”购车
时，尽量选择集授权、销售、代购、售后服
务于一体的“汽车超市”。这类公司不仅
具备 PDI 检测能力，可出具比较权威的
PDI 检测报告，还有独立的售后服务保
障，一旦遇到问题汽车，能在第一时间发
现，避免给顾客带来损失。

在购车前，消费者和代购方应签订书
面代购合同，约定双方的责任和义务。交
车时，代购方应保证所购汽车无质量问
题，符合出厂标准。

吴红建议，提车时，消费者不要盲目
在交车确认表上签字，也不要仅对汽车外
观、漆面、内饰等部位进行简单检查，最好
和代购方一起到4S店或具备PDI检测能
力的机构，对汽车进行全面的PDI检测，
确认无问题后，双方再签字确认。

“汽车超市”将不同品牌的汽车整合
后进行“订单式”销售，通过“汽车超市”购
车，同款车型的价格比4S店更优惠，提车
周期也大幅缩短。目前，“汽车超市”已在
洛阳汽车销售市场出现了一段时间，有20
家左右。

洛阳开利星空进口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是一家集整车销售、代购和售后服务于
一体的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该公司总
经理徐明介绍了“汽车超市”的运营模式。

徐明说，“汽车超市”可以理解为“汽
车代购”，与4S店相比，它们集中了不同品
牌的汽车，但库存现车较少，通常通过信
息中介或与全国各地4S店联系“扫货”，寻
找车源。

因“汽车超市”与各地4S店保持长期
联系，它们被4S店视为重要客户，享受一
定的优惠价格，车辆价格比消费者直接到
4S店购买便宜不少。

徐明说，对于一些紧俏车型，消费者若
到4S店购车，可能需要提前预约，时间长
的可能要等半年以上。“汽车超市”从全国
各地的4S店寻找车源，可在短时间内找到
现车，大幅缩短了提车周期。

找到车源后，“汽车超市”会派人到车
源地取回车交给消费者，从中赚取差价和
手续费。

“汽车超市”
相当于“汽车代购”

“汽车超市”的生存之道

签交车确认表之前
先对新车做PDI检测

中规车：国外汽车生产厂家为了适合不同地区生
产不同规格的车型，在中国销售和使用的汽车就被称
为“中规车”。

PDI检测：一项售前检测证明，是新车在交车前
必须通过的检查。PDI检测的内容除车辆外观外，还
包括各控制模块系统数据、燃油系统、灯光系统、制动
系统、空调系统、转向系统、车轮、电瓶规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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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汽车超市’购车，价格实惠、提车周期短等优点固然吸引人，但这一运

作模式也有一定的风险。”汽车界业内人士吴红（化名）认为，“汽车超市”在运营
中存在一些弊端，会给消费者购车带来风险。

吴红说，多数“汽车超市”因资金和规模限
制，通常不会购买专门用于提车的平板货车。
代购商到外地4S店提车后，会在当地寻找过路
的平板货车“拼车”将车运回。

“对于出厂的新车，4S 店都会对其进行一
系列 PDI 检测，检测合格后才会交到顾客手
中。”吴红说，汽车在 4S 店出现问题的可能性
较小，隐患多存在于“拼车”环节。例如，代购
商从广西南宁一家 4S 店提车后，若找不到从
当地直达洛阳的平板车，中途就要多地转运，

代购商大多全权委托司机，不会随车全程监
督。在运输途中，新车一旦被剐蹭碰撞，不排
除一些平板货车司机为逃避责任私下维修的
情况。代购商因为没有全程跟车监督，不仅难
以及时发现问题，更难查明出现问题的环节，
这会给代购商带来损失。

此外，因代购的汽车大多为一辆，代购商一
般不会为汽车购买短期保险。一旦运输途中汽
车出现意外，代购商在多数情况下只好独自承
担损失。

关键词：运输

徐明说，与4S店及一些大型汽车销售公司相比，
目前多数“汽车超市”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规
模小、运营机制不完善、售后支撑缺乏等短板。

吴红说，通过4S店或大型汽车销售公司购买
的新车，PDI检测一般分为两次：第一次是厂家将
车运抵销售商处后，由销售商检查车辆，确认车
辆从厂家运来时完好无损；第二次是在顾客提车
时，由销售商与车主同时参与检查，确认车辆没
问题后，由双方签字确认。经过这两次 PDI 检

测，有问题的汽车会被筛查出来及时返厂。
徐明说，多数“汽车超市”因受资金、规模限

制，很少购买专业汽车PDI检查设备。新车抵达
后，代购商没有能力对新车做全面的PDI检测，
只能凭经验验车，如果内部线路、系统等出现问
题就很难被及时发现。顾客提车时，也多是对汽
车的外观、漆面、内饰、表盘等进行简单检查。在
此情况下，汽车随后若出现问题，难以界定责任，
会导致纠纷。

关键词：PDI检测PDI

“一些‘汽车超市’没有自己的售后服
务体系，通过‘汽车超市’购买的汽车，日常
保养和维护存在诸多不便。”徐明说，除“中
规车”外，“汽车超市”还代购非中规车型。

在缺乏售后支撑能力的情况下，“中规
车”尚可到对应的4S店享受售后服务。但
一些品牌的汽车4S店规定，非中规车不能
享受完整的售后服务，也没有索赔权，导致
非中规车保养、维护较难。

关键词：售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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