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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市聚焦

随着经济的发展，汽车越来越

多地走进寻常人家，与此同时，面对

无法轻易解决的汽车产品问题，投

诉也成为消费者的一大渠道。昨日

上午，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全国消

协组织受理汽车产品投诉情况分

析，分析显示，售后服务成为汽车产

品投诉的最主要问题，长安福特、一

汽大众和上汽大众成为 2017年汽

车投诉量前三名。

超6成投诉对象是家用轿车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近年来我

国汽车保有量保持着高速增长态

势。中消协相关负责人介绍，据公

安部交管局统计，截至 2017年底，

全国汽车保有量为 2.17 亿辆，比

2016 年底增加 2304 万辆，增长

11.85%。汽车消费在提升消费者

生活品质的同时，也出现了一批消

费权益争议问题，影响了消费者的

购车和用车体验。

2017年，全国消费者协会投诉

与咨询信息系统共录入汽车产品

(含零部件)投诉 20474 件，比 2016
年增加 5227 件，增长率为 34.3%。

全年投诉案件共受理 19348件，受

理率为 94.50%，其他为不受理、待

受理或移转案件。

受理的案件中，达成调解协议

13931件，未达成调解协议 2445件，

消费者撤回投诉 503件，投诉解决

率 68.88%，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1.92亿元。

2017年所有汽车产品投诉中，

65.32%的投诉对象是家用轿车，占

比最大，其次是汽车零部件，占比

25.77%。从全年汽车投诉案件分

布情况看，下半年的投诉量相对较

高，其中 9月份作为汽车销售的黄

金期也是汽车相关投诉的高峰期，

投诉量占全年的18.20%。

从投诉涉及的品牌看，长安福

特被投诉 850次，排名第一；一汽大

众被投诉 806次，上汽大众被投诉

712次，分列第二、第三名。不过，

此投诉数值为绝对值，因各品牌汽

车产品的销售量和保有量不同，消

费者应综合考量。

从被投诉汽车前十大品牌看，

投诉均以不履行三包义务、合同违

约行为及产品性能三大问题为主，

其次是不履行售后承诺和商品不合

格问题。从具体问题看，前十品牌

被投诉问题主要集中在发动机故

障、涉嫌欺诈、强制保险和变速箱故

障。各个品牌主要问题略有差异，例

如奥迪汽车的驾驶室异味和奔驰汽

车的轮胎磨损等问题投诉量较高。

不履行三包义务问题较突出
根据数据，汽车经营者的售后

服务、合同及质量问题被投诉占比

较大，分别为 30.59%、22.19%和

20.40%，三项合计占投诉总量的

70%以上。

具体来看，涉及售后服务问题

的投诉主要包括：不履行三包义务，

占售后问题比重为 31.20%；不履行

售后承诺，占售后问题比重为

18.39%；同一质量问题多次维修，

占售后问题比重为 7.28%；三包期

内收费修理，占售后问题比重为

5.31%。

■案例
新车外观存在瑕疵消费者有权

退订金
2017年 4月 23日，消费者程先

生与天津市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下称商家）订购了一款白色SUV
汽车，并交付订金 1000元，双方约

定两日内提车。提车时，程先生发

现该车辆保险杠雾灯处有破损，便

向商家提出了换新车或退订金的要

求，遭到商家拒绝。程先生向天津

市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请求调解。

经消协工作人员调查确认，提

车当日，程先生所订购的汽车保险

杠雾灯处确实存在破损问题，双方

在协商解决过程中，一直未能达成

一致意见。依据《家用汽车产品修

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第十一条

“销售者应当建立并执行进货检查

验收制度，验明家用汽车产品合格

证等相关证明和其他标识”和第十

二条第一款第三项“当面查验家用

汽车产品的外观、内饰等现场可查

验的质量状况”的规定，商家未做到

进货查验义务，程先生对车辆外观

进行检验，发现质量问题，有权利要

求商家调换新车或退还订金。经调

解，商家退还程先生购车订金 1000
元。 据《新京报》

去年全国汽车产品投诉受理率达94.5%

长安福特排投诉量第一

记者 李露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

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私

家车消费愈来愈热，汽车销售迅

猛增长，汽车服务业蓬勃兴起。

在汲取往届车展成功举办经验的

基础上，本届奉化春季品牌车展

再度升级，以规格更高、品牌更

全、车型更多、活动更好等特点吸

引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宝

马、奥迪、丰田、大众、东风日产、

五菱宝骏、长城哈弗、吉利……各

类汽车品牌可谓应有尽有，满足

了不同层次消费人群的需求。

车展购车最便宜

奉化春季品牌车展携前几届

成功之势，在奉化的影响力越来

越大，参展商和参展车辆的质量

数量也在不断提升。对于逐步回

暖的奉化车市来说，2018年奉化

春季品牌车展将非常有看点。

“奉化车展每届销量都很不

错，它已给消费者提供了一个最

佳的购车平台，‘车展购车最便

宜’，已成为市民共同的认知。”此

次车展负责人介绍，车展期间，各

种汽车品牌同台比拼，很多经销

商都将在本届车展上放手一搏，

优惠力度空前，既有厂家优惠政

策的支持，又有灵活的汽车金融

政策配合，可以让有购车意向的

消费者得到实惠。相信对于有购

车需求的消费者来说，绝佳购车时

机不容错过。

想要买车的人心里总是会有这

样的想法：我该买什么车？我怎样

才能优惠地买到自己中意的车？其

实，每一款汽车都有其特点和优点，

只能说选到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

好。但是，当下汽车行业竞争激烈，

要从里面选出性价比高的汽车，还

是需要花费较多人力物力成本的。

而 3月 23日至 25日，到岳林广场的

奉化春季品牌车展看车买车，不仅

方便而且优惠。在汽车价格已经相

当透明化的今天，在汽车 4S店同一

标准的前提下，距离优势就能降低

时间成本，以及交通拥堵带来的油

费、损耗等额外成本，显然，奉化人

在自家门口的车展看车买车，性价

比更高。

据了解，2018 春季品牌车展

上，三厢、两厢、SUV、MPV等车型一

应俱全。宝马热销的 X1、奥迪

A6L、丰田的卡罗拉双擎、SUV的领

导者长城哈弗……诸多车型将在车

展上展现它们的风姿。而且上述品

牌车型都有试乘车。价格方面也可

以进行直观地对比，参展车商出台

促销优惠政策，保证同品牌同款式

价格不高于宁波车展的价格，现场

还将有更多的惊喜礼品等着你。

车展优惠多多

根据以往历届车展惯例，众多

汽车参展商在车展上免不了一场优

惠幅度的“拼杀”。现场订车有惊喜

5重好礼相送；部分车型最高可享

受 3 年 免 息 政 策 ；购 车 免 费 送

ETC……记者了解到，本次车展期

间各 4S店和汽车经销商将推出多

种优惠措施，让利给消费者。

奉化广汽本田 4S店是宁波轿

辰集团旗下标准 4S店，作为今年刚

开业的4S店，广汽本田在2018春季

品牌车展上广发开业好礼。广汽本

田 计 划 在 今 年 推 出 十 代 雅 阁

RDX在内的 5款车型，开业期间定

车即送 5000大礼包，保养送原厂机

油一桶，更有订车砸金蛋100%中奖

的车展活动。

奉化宁兴丰田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的市场部经理李宁告诉记者，车

展期间，购丰田汽车可享多种优

惠。威驰最低优惠 2万元，双擎最

低优惠1万元，卡罗拉最低优惠2万
元，荣放最低优惠 3.5万元，皇冠最

低优惠3.3万元。同时，还可在车展

上预定新款车型——奕泽。

3月 23日-25日的春季品牌车

展期间，东风日产 5 重好礼送到

家。活动惊喜一：东风日产全系大

促，部分车型现金直降 20000元；活

动惊喜二：全系车型贷款“0”利息补

贴政策；活动惊喜三：豪华家电送、

送、送，100%的中奖概率；活动惊喜

四：老客户介绍新客户立送大礼；活

动惊喜五：车展期间特推出 20台一

口价特价车回馈客户。

新车好车随你挑

无论是低档车还是高档车，只

要是新车，基本都能给人带来新鲜

感和满足感。2018春季品牌车展

共有 10家汽车 4S店和 4家汽车直

营商参加，25个品牌 180余种新型

车参展，品种齐全，既有高档品牌宝

马、奥迪、丰田参展，也有大众、现

代、广本的经济适用型轿车供你挑

选，还有国产品牌长安、五菱等鼎力

加盟。

近日，华晨宝马正式推出了

2018款全新 BMW5系 Li，多达 9款
车型的丰富产品线和再度提升的豪

华质感，令 5系 Li产品实力进一步

增强，充分满足了更多时代先锋的

消费需求。据了解，“五维人机交互

系统”依然是 2018款全新BMW5系
Li的主要卖点之一。手势控制、自

然语音识别、10.25英寸中央液晶触

控屏、iDrive多媒体操作系统和热

敏按键各有优势，能够满足不同时

刻、不同情景甚至不同心情条件下

的车辆功能操作。高度智能的自然

语音识别系统更令 BMW5系 Li提
前步入“人工智能”时代，令用户可

如日常聊天一般的向车辆发出各种

指令，更高效，也更安全。

一 汽 丰 田 旗 下 全 新 小 型

SUV——奕泽 IZOA 将于今年 6 月

正式上市，预售区间为 14-18 万

元。奕泽基于TNGA架构打造的车

型，新车外观或大量借鉴丰巢WAY
概念车设计元素，以海外版车型作

参考，其前脸将换装上横幅式进气

格栅并配以两侧开眼角式的前大

灯。预计新车第二排车门会采用隐

藏式门把手，同时富有辨识度的“回

旋镖”LED尾灯组极有可能出现。

按照“南北丰田”惯用伎俩，奕

泽 IZOA有望延续美版 C-HR的设

计风格，内饰整体偏向驾驶员一侧，

配有集成蓝牙电话、多媒体播放等

控制键三辐式多功能方向盘和支持

HMI人机交互系统的 8英寸悬浮式

显示屏。

奉化春季品牌车展进入倒计时

最强优惠更多活动3月23日起在岳林广场与市民分享

据外媒报道，尽管遭到盟国、国

会盟友及商业界的一致反对，美国

总统特朗普依旧表示将向美国进口

的钢铁和铝制品分别征收 25%和

10%的关税。

据掌握的最新消息显示，特朗

普于当地时间 3月 8日正式签署行

政命令，将于 15天后对美国进口的

钢铁和铝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

税。具体方案当中，加拿大和墨西

哥被给予临时豁免权。

汽车行业再次警告称，征收关

税将对美国的经济增长、就业及收

入造成不利影响。

全球汽车制造商协会主席

John Bozzella说到：“关税是一类

税务，将会导致价格上涨，而最终还

是由消费者买单。豁免权并不能解决

关税为美国汽车及卡车生产带来的根

本性问题。成本的增加将会使我们的

行业竞争力下降，美国的工人、消费者

和经济都将受到不利影响。”

Cox Automotiv 高 级 经 济 师

Charlie Chesbrough 表示，向钢铁

及铝制品征收关税，原材料价格的

上涨将促使整个产业链的成本上

涨。市场需求已经达到一个较高水

平，而增长的成本最终很有可能转

至汽车消费者。他也提醒供应商或

可通过缩减自身成本的方式来承担

增长的成本，但表示无论是什么样

的结果都不会有利于行业发展。

通用说到：“短期来看，关税对

我们的影响较小，但是一旦美国产

钢铁价格上涨，我们就会受到影

响。考虑到我们大部分合作都是长

期合作，所以我们不希望受到任何

原材料带来的影响。”通用也表示希

望能够促使征收关税所带来的长期

负面影响达到最小化。公司补充

到：“我们有能力调整和适应全球市

场的诸多变化，我们也将用这一方

法处理该问题。”

福特上周也预计到，征税关税

会导致美国国内商品价格的上涨，

致使美国生产竞争力下降。福特也

表示其在美国生产所用的大部分钢

铁是由美国生产。

现代汽车上周称将会对其在美

国的汽车产量进行衡量，而现代也

加入全球大型车企行列，共同公开

反对特朗普向钢铁及铝制品征收关

税。

本田汽车也表示，公司大部分

钢铁及铝制品都是从美国供应商处

采购。公司说到：“然而，历史已经

证明向进口钢铁征收关税将导致美

国国内及进口原材料价格上涨，因

此会为消费者带来财政负担。”

据新浪汽车

特朗普对进口钢铁及铝制品增收关税

汽车价格或将上涨

往届车展现场往届车展现场

海外版一汽丰田奕泽海外版一汽丰田奕泽 全新全新BMWBMW 55系系LiLi

在车展现场看车的市民在车展现场看车的市民

业内动态

遗失声明
宋颜丞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一 份 ， 号 码 ： K330458831，
声明作废。

高梦妍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一 份 ， 号 码 ： H330225465，
声明作废。

宁波市奉化区邬宏赞冷饮

店遗失宁波市奉化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2017年 9月 21日核发

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号 为

92330283MA2AEDPHX4 的 营

业执照正、副本各一本，声明

作废。

周珊珊遗失中国人寿保险

（集团） 公司商业险一份，保

单 号 ：

805112018330264001147， 单

证流水号：1710154678，拟单

号：1710004755，声明作废。

根据《宁波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规定，奉
化区溪口镇恒大生态旅游小镇剡溪中学东侧地块（溪
上桃花源）前期物业管理以公开招标的方式选聘前期
物业管理企业。本项目已于2018年3月8日在奉化日
报发布公告，因不足三家投标单位报名，现重新发布
公告，二次公告后若投标单位仍不足三家，根据《宁
波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本项目不再重新公告。

奉化区溪口镇恒大生态旅游小镇剡溪中学东侧地
块（溪上桃花源）坐落在宁波市奉化区溪口镇剡溪中
学东侧。物业类型为低层、酒店。总用地面积约
4805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122850平方米[其中，
地上建筑面积约72100平方米（其中酒店建筑面积约
43470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50780平方米]。

现将本项目前期物业管理企业招标事项公告如下：
1.招标单位：宁波恒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招标对象：具有经本区备案的物业管理三级及

以上资质的物业服务企业（不含暂三级）；
3.报名时间及费用：投标单位请于 2018年 3月

15日至 3月 21日上午 9:00-11:00、下午 14:00-17:00
前（逾期不予受理）；

资料费：200元/份（售后不退）
4.报名事项：企业携投标申请书、营业执照、

资质证书、业绩证明、授权委托、投标保证金收款
收据到宁波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奉化工程咨询分
公司（原件备查，复印件留存）。地址：奉南新二村
13幢。

5.招标小组审核投标单位条件后，收取投标保证金：
人民币壹万元（￥：10000元）后发售招标文件，投标保
证金收款人：宁波恒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开户行：宁波银行溪口支行
账号：64030122000108369
招标结束后，中标单位须向宁波市奉化区物业办缴

纳履约保证金壹拾万元整。
联系人：康先生 联系电话：15957457663
代理单位联系人：闻女士
联系电话：0574-88932071
监管部门联系人：李科 联系电话：0574-88983239

宁波恒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8年3月15日

奉化区溪口镇恒大生态旅游小镇剡溪中学东侧地块（溪上桃花源）
前期物业管理招标公告（第二次）

计划停电预告
3月27日
莼湖镇：塔头 D256线、岭

头D255线因塔头、岭头双回线

路综合检修、塔头D256线 13-2
号杆开关安装停电，影响:石沿

村、大埠村、塔头村、西湾村、

92740部队、石沿部队、奉化区

科兴精密铸造厂、奉化裘村雷音

禅寺、中国人民解放军 92713部
队岸勤处、奉化区南风精密铸造

厂、奉化区小狮子口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奉化区鑫鑫水产养殖有限

公司、海沿村、奉化区岭头石材有

限公司、奉化区松岙镇上汪村、奉

化区松岙镇豪鑫水产养殖场、92740
部队石沿水库、奉化区欣源水务有

限公司、富豪石材、西岙村、奉化

区松岙砖瓦厂、松岙镇政府 (垃圾

场)、奉化区环宇锯链厂一带。7:00-
12:00

说明:如遇下雨等不可抗因素则
有可能顺延或取消！

供电服务热线95598
奉化供电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