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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汽车维修行业质量服务月活动 

简 报 
第 2 期 

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                2022 年 3 月 22 日 

阳春三月，春意盎然。在各地汽修行业管理机关、行业

协会和汽修企业的支持和共同努力下，“汽车维修质量服务

月活动”已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开展，各地新媒体发布（群）、

电台、电视台、报纸杂志等也进行了及时跟踪报道，资讯信

息也从全国各地汇集到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我们相信在

政府主管部门、行业协会、企业的共同努力下，质量服务月

所倡导的诚信经营、透明修车等温暖服务理念必将给全国汽

车维修行业发展带来很好的作用。 

★ 上海市多方位积极开展质量服务月活动 

一、 上海市汽修行业主管部门高度重视 专题研究 精

心策划，统一部署。 

2 月 24 日上午，上海市道运中心召开了“2022 年汽车

维修质量服务月活动”专题会。会议就“2022 年开展汽车维

修质量服务月活动”进行了专题研讨，在“打造透明修车·共

促消费公平”主题的框架下，根据本市机动车维修行业特点，

确定了活动目的、活动时间以及质量服务月活动总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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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活动氛围；二是发挥车生活平台优

势，拓展活动服务领域；三是提升环境整洁水平，树立企业

新形象；四是开展便民惠民服务，丰富活动内容。五是开展

“3.15 消费者权益日”特色活动；六是畅通维权渠道，提升

车主满意度；七是夯实维修基础，推行维修标准化和规范化

作业。 

二、 万兴别克、交运隆嘉、星州、交运等企业响应及时、

积极推进质量服务月活动落到实处。 

1.上海万兴世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接到《通知》后，

领导重视，积极响应，细化内容，广泛宣传，精心组织。一

是召开全体干部会议，动员部署具体工作、认真学习《通知》

要求，压实工作责任；二是组织全员晨会班会，宣传活动方

案、内容和考核方案；三是制作宣传横幅、微信朋友圈、各

客户微信群宣传活动内容，同时检核执行情况，确保到位；

四是持续提高服务水准，活动期间所有客户不满意的情况，

均需汇报总经理以得到更高级别的响应；五是重点服务项目、

对客户的承诺张贴公示、请客户监督执行情况；六是专设活

动：提供“快速喷漆  立等可取  极速快修  当天取车”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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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海交运隆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积极推进质量

服务月活动，以“打造透明修车•共促消费公平”为主题展开

了形式多样的宣传及系列服务活动：包括全员参与、营造氛

围、服务落地，推出“4 免费 1 优惠”服务项目，开展“3.5、

3.8、3.15 系列服务”活动等。同时按要求上传汽车维修电

子健康档案，每周进行环境大检查，确保车间环境整洁，不

断完善维修服务设施和服务功能，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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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海星州汽车维修有限公司负责人挂帅，组建服务月

活动工作小组，制定活动方案，指定专人负责。以活动为契

机，全员动员，强化服务意识、强化管理能力、强化维修规

范化，提升企业总体形象。 

 

 

4.上海市汽车维修行业协会金山办事处，为落实《通知》

精神，要求金山地区机动车维修企业积极参与活动，并制作

了 20 余条横幅送至相关企业，营造活动氛围，扩大企业影

响力。 

5.上海市汽车修理有限公司积极落实市委、市政府防控

工作要求，严守“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的使命，

疫情无情人有情服务不变暖人心，在公司党政双重领导下，

将疫情防控要求落实到每个环节，确保将防疫工作压牢压实，

具体措施：一是加强宣传工作，增强员工防范意识，引导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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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员工始终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二是加强排查及处置，结

合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和突发情况，全面排查与疫情相关的人

员地区管控情况，严格落实第一时间上报制度；三是防疫与

服务两不误，确保公司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双保障、双推进；

四是严格落实疫情措施，做好防疫“三件套”、牢记“五还

要”，坚持落实“两码联查”措施，加强做好体温及访客信

息登记，做好现场消毒防控，确保员工、车主健康和企业安

全。 

交运各企业在关爱客户上相继推出了服务举措，如：交

运起荣推出“共抗疫情、你我同行、交运起荣为您保驾护航”

的专题活动，实行无接触的上门取送车和车辆免费消毒服务；

交运起腾在智慧展厅的服务基础上，实行线上预约、线上答

疑等服务活动，为每一位客户提供温馨的个性化诊断服务；

交运起元推出提供车辆全面消毒杀菌服务，实行全天候援助

服务，保障好客户的用车需求；交运明友、汽修三厂等以“交

运人奋战第一线，保障客户出行无忧”为活动内容，推出快

速维修、安心救援、杀菌消毒的贴心服务；交运起申、交运

起凌等推出了“微信预约、零接触线上服务”和为“抗疫一

线工作者提供优惠便捷服务”等疫情状态下的专属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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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上海市 45家全国诚信企业和质量信誉 3A企业率先

向社会公示惠民便民服务举措 

上海市 45 家全国诚信企业和质量信誉 3A 企业率先垂范，

以诚信经营和优质服务理念为指导，为贴近民意、贴近车主、

贴近实效推出惠民便民服务举措，并通过长三角车生活平台、

公众号、微信群和易拉宝、电子屏等向社会公众公示。如： 

1.上海文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在质量服务月活动

中推出的服务举措（车生活平台展示）： 

（1）轮胎免费检查及免费充气服务；（2）免费补胎服

务；（3）免费四轮定位服务；（4）免费电脑检测服务；（5）

制动液含水量免费检测服务；（6）防冻液浓度免费检测服

务；（7）蓄电池免费检测及充电服务；（8）新能源车辆免

费充电服务；（9）活动期间，维保工时费 8 折优惠；（10）

活动期间，免费车内杀菌消毒一次。 

2、上海车畅行挚信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在质量服务月活

动中推出的服务举措（易拉宝展示）： 

 

3、上海云峰松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在质量服务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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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中推出 6 项服务举措（微信公示）。 

（图文来源：上海市汽车维修行业协会） 

 

★ 常州市举办多形式质量服务月活动 

常州市武进区运输事业发展中心主办、聚湖社区协办，

专门打造了“阳湖车大夫”这一全新品牌，通过义诊进社区、

公益义诊进企业等一系列质量服务月现场活动，更好地服务

于人民群众。 

汽修专家给活动现场车主们讲解了汽车使用知识、汽车

维修纠纷注意事项，凡是参加现场活动的车主都享有车辆全

方位故障检测诊断的机会。 

常州市武进区运输事业发展中心主任陈科：我们组织汽

车维修厂举办车辆故障诊断活动，给车辆下一个诊断书，切

合我们群众的需求。 

湖塘镇聚湖社区干事蒋杨明说，社区目前有一万三千多

户，汽车的保有量也是非常高的，把这个活动送到我们居民

的家门口，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社区干群非常欢迎。 

（图文来源：常州市机动车维修行业协会） 

 

★ 庆阳公交集团汽修厂公布质量服务月活动方案 

(一) 广泛发动、共同倡议 

汽修厂向全市维修企业共同发起“汽车维修质量服务

月”活动倡议。倡议汽车维修企业诚信为本、守法经营、优

质服务、开拓创新;鼓励汽车维修企业结合本企业情况，积



-8- 
 

极响应和参与此次活动，报名参加多种形式的惠民服务。 

(二) 深入服务、义务咨询 

汽修厂在厂区门口设立咨询服务点，开展现场咨询活动。

对维修企业选择、维修质量保证、维修合同签订、维修费用

组成、故障纠纷处理等车主比较关心的问题，以及汽车用户

在机动车维修经营许可、质量保证、投诉渠道等方面的常识

进行解答;发放宣传小册，普及爱车维护修理常识;组织企业

技术人员为汽车用户提供现场技术咨询服务。 

(三) 领导重视、广泛动员。 

企业成立活动领导小组，并设活动办公室,指定专人负责，

以加强对此次活动的组织和领导。 

(四) 做好防疫、安全服务。 

免费为广大用户提供车辆消毒服务，赠送医用口罩、酒

精等防疫物品，进厂用户做好登记、测量体温、严格扫码，

佩戴口罩，保护好员工和用户的安全，统筹做好防疫、安全

生产与汽车维修质量服务。 

（图文来源：西安协会、庆阳公交集团汽修厂） 

 

★ 佛山市禅城区开展质量服务月活动 

佛山市禅城区交通运输

协会迅速向汽车维修行业会

员单位发出倡议书，让“质量

服务月”名副其实，扎实践行。 

协会通过微信专群、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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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电话沟通等形式积极号召企业参与到 2022 年“汽

车维修质量服务月”当中，充分发挥组织号召力，发动

获得“全国汽车维修诚信企业”的单位积极参与其中，

历届当选的全国诚信企业佛山市佛建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率先垂范，佛山市禅城区中保汽车维修有限公司、佛

山市禅城区南大汽车维修有限公司等 18 家汽车维修服

务企业积极响应参与。同时协会在 2022 年 3 月 14 日上

午，及时开展动员大会，协会会长杜铭全为企业讲解活

动要求，强调企业对待此次活动要秉持重视的态度，坚

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活动的开展内容要做到“透明化，

公开化，公平化”。协会对此次“汽车维修质量服务月”

活动的启动做到了“快速化、质量化与全面化”。 

参与活动的企业们在厂区显要位置悬挂活动横幅，

宣传服务承诺、保养常识等，以诚信经营和确保质量的

服务理念为指导，充分利用活动契机，纷纷推出个性化

惠民服务项目，形式多样、有声有色。佛山市佛建汽车

服务有限公司推出全车 34 项免费检查、私家车工时费

8.5 折、免工时费更换机油和机油格等八项优惠项目；

佛山市禅城区中保汽车维修有限公司推出二级维护保

养工时费 6 折优惠、油电路保养工时费 6 折优惠等九项

优惠项目；佛山市禅城区华泰汽车修理厂推出全车 29

项免费检测，免费车辆室内臭氧消毒等五项优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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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佛建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南大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通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裕金本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1- 
 

活动提升了汽车维修行业诚信体系建设，切实维护

广大汽车用户的合法权益，给消费者提供一个价格透明、

品质优良、便捷周到、温暖放心的优质消费环境，进一

步改进和优化服务方式，促进汽修行业持续稳定高质量

发展。 

（图文来源：佛山市禅城区交通运输协会） 

 

★  宁波市质量服务月活动项目 

3·15 消费者权益日，由宁

波市公路运输中心、各区（县、

市）公路运输中心（执法队）

主办，367 家汽车维修企业报

名参加的“诚信护航”便民优

惠服务活动，启幕宁波市质量

服务月活动。 

活动面向全体宁波车主，以手机领券的模式开展，一方

面实实在在为甬城市民带去便捷、实惠的活动项目，另一方

面通过企业线上核券，便于交通主管部门实时掌握活动进展，

更好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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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车辆免费 15 项检测、

免费洗车和维修工时费 7 折

等：发动机机油、传动皮带、

发动机冷却液、制动液、蓄

电池、空调冷却剂量、空气

滤芯、空调滤芯、喇叭、灯

光检查、雨刮器及清洗器、

制动踏板和驻车制动器、加

速踏板、轮胎气压、随车工

具(三角牌、千斤顶、备胎)。 

免费活动于 3 月 10 日启

动，仅五天内，全市各网点

已开展洗车活动 2000 余辆次，免费检测活动 1800 余辆次，

7 折工时活动共计让利 20 余万元。 

同时，宁波市公路运输中心“小黄人”专家义诊继续进

行。 

（图文来源：宁波市机动车维修行业协会） 

 

★ 河南瑞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开展质量服务月活动 

河南瑞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3 月初举行“维修质量

服务月”，为打造透明修车，共促消费公平增添一份力量。

免费开展 “车辆健康诊断报告”为哈弗车辆安全护航，秉

承“微笑服务，以诚相待”的服务理念，坚持“诚信，共赢，

奋斗，超越”的核心价值观，为汽车行业增砖添瓦，共筑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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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行业家园。 

（图文来源：河南道协、河南瑞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 中鑫之宝质量服务月开展“我们在行动” 

中鑫之宝贯

彻执行行业协会倡

议，开展汽修质量

服务月活动，为客

户提供优质服务，

致力成为最受客户

信赖的汽车服务连

锁企业。一直以来，中鑫之宝在跑步接车、维修质检、总部

巡检等工作流程上不断优化服务，把控工作质量，注重客户

体验。中鑫之宝在发动机精修、钣金喷漆、车辆综合保养维

修、二手车、新能源等业务模式上布局，为客户提供全方位、

多项目的用车、养车选择。中鑫之宝号召广大员工，持续发

扬公司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精神，秉持“专业、厚道、透明、

热情”的服务理念，为车主朋友提供优质服务。 

（图文来源：郑州协会、中鑫之宝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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