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主品牌汽车的投诉量为2332件，排名第 1

德系品牌汽车投诉 1754件，排名第2

美系品牌汽车投诉 1558件，排名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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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互联网广告真实性专题
维权报告》采集的数据主要来自汽
车门户网站、媒体、论坛、新闻网
站、博客、微博等，共采集汽车互联
网广告15.8 万条，涉及广告主体
8340家。其中，有1293户广告发
布主体没有在工商部门进行登记，
涉嫌无照经营。在这些没有登记
信息的广告发布主体中，53.4%来

源于爱卡汽车网，38%来源于太平
洋汽车网，其他合计占比不足一
成。

中消协表示，下一阶段，将综
合采用约谈、委托检定、支持诉讼
等手段，对汽车消费领域中二手车
问题、互联网汽车虚假广告问题、
新车PDI检测问题等推进维权工
作。 （人民网）

2016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汽车产品投诉结果公布

你的爱车 了吗？

3 月 11 日，备受期待的全新
BMW1系运动轿车在海口上市。本
次上市的全新BMW1系运动轿车共
有五款车型，包括BMW 118i时尚
型、运动型、设计套装型，BMW 120i
设计套装型以及BMW 125i运动型，
价格区间为 20.48 万至 31.98 万元。
购车金融方案同步推出，首付低至4.1
万元，月供888元起。

海南宝翔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销售经理龙珍表示：“全新
BMW1 系运动轿车，拥有纯正的
BMW家族特征和操控感受以及众多
创新科技配置。

车身颜色多达10种

全新BMW1系运动轿车的车身
颜色多达10种。全球数千万宝马车
主中，只有中国的1系运动轿车车主
独享曙光金这一靓色。

全新 BMW1 系运动轿车的外

观设计时尚动感。大灯、日间行车
灯、转向灯和尾灯全部为LED，科技
感十足，除入门级车型外，其他四款
车型标配LED灯组。全系车型标配
三分式运动型前包围，灵感源自于
M车型，动感十足。车辆尾部沿袭
宝马独特的 L型尾灯设计，设计风
格年轻时尚。

提升驾乘舒适体验

舒适进入系统是1系运动轿车的
一大亮点，全系标配发动机一键启动
功能。

在 舒 适 性 配 置 方 面 ，全 新
BMW1 系 运 动 轿 车 全 系 标 配 的
BMW高效微尘滤清器能够过滤有
害颗粒。工程师对车辆的轮胎、空
调、前风挡玻璃，甚至刹车噪音等都
进行了全面优化，进一步提升驾乘舒
适体验。

全新BMW1系运动轿车拥有融

聚宝马核心高效动力技术的最新B系
列发动机，与发动机匹配的是新型6
速/8速手自一体变速箱。两款变速
箱经过优化后，能量损耗降低，运行
效率提升。

智能互联，探索数字世界

全新 BMW1 系运动轿车全系
标配BMW 互联驾驶服务，其中的
互联驾驶基础服务十年免费，高配
车型可享受增强型互联驾驶服务。

数字时代，宝马将智能互联的触
角延伸至更多的移动终端。2016年
12月，BMW云端互联正式在中国市
场上线，全新BMW1系运动轿车的
客户可以通过手机等智能设备的
APP玩转数字生活。BMW云端互
联是基于前沿的云技术平台打造的，
具有多重扩展性，未来可以持续不断
纳入更多、更精彩、更丰富的应用和
功能。

“限迁”解禁
二手车市场将更火

业内普遍认为，随着二手车
“限迁”政策的解禁，更多车源的加
入，为二手车电商提供了更多机
会。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经达
到1.94亿辆，二手车市场消费潜力
巨大。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要活跃二手车市场。此后，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二手车便利
交易的若干意见》，其中最重要的
措施就是要取消二手车限迁政策。

近期，环保部和商务部两部门
办公厅联合下发《关于促进二手车
便利交易的若干意见》，明确了除
国家要求淘汰的车辆外，京津冀、
长三角、珠三角以外地区都应全面
取消二手车限迁政策。

据介绍，随着这些政策逐步落
实到位，可以预见，车源的增加使
二手车市场规模进一步增加，二手
车市场将越来越活跃。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秘书长
沈荣曾表示，预计在2020年，我国
二手车交易量将赶上新车交易量，
并达到1：1的状态，届时每年将有
至少3000万辆二手车完成流通，
按照每辆车5万元计算，交易金额
将达1.5万亿元。

评估标准待出台

目前，二手车电商已经涉足从

个人到经销商之间二手车交易的
各个领域。二手车电商为个人和
经销商搭建的车源平台，为国内二
手车交易提供了便利，但信用体系
不完善、价格混乱、流通体系不健
全和购车支持缺失等问题也随之
显现。

据介绍，由于信用体系不完
善以及价格混乱，消费者购买二
手车时经常出现评估人员隐瞒车
辆真实车况，以及车辆行驶里程
被“动手脚”的现象。同时，由于
车辆评估人员多由二手车电商平
台提供，评估人员的专业水平参
差不齐，没有专门机构对评估人员
进行资格认证，二手车的评估体系
也未正式建立。

业内人士建议，二手车电商平
台应该尽快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
行业也要尽快建立二手车评估体
系，出台具有公信力的二手车评估
标准，以消除二手车电商在发展中
可能遇到的诚信危机。 （综合）

四部委：

加快汽车动力电池
产业发展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改革委、科技部、
财政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汽车动力电池产
业发展行动方案》，提出加快提升我国汽车动
力电池产业发展能力和水平，推动新能源汽
车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到2020年，动力电
池行业总产能超过1000亿瓦时，形成产销规
模在400亿瓦时以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
头企业。

动力电池是电动汽车的心脏，是新能
源汽车产业发展的关键。经过十多年的发
展，我国动力电池产业取得长足进步，但目
前我国动力电池产品性能、质量和成本仍
然难以满足新能源汽车推广普及需求，尤
其在基础关键材料、系统集成技术、制造装
备和工艺等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仍有较大
差距。

方案提出，按照《中国制造2025》总体部
署，落实新能源汽车发展战略目标，将发挥企
业主体作用，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完善协同创
新体系，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加快形成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

在动力电池领域，持续提升现有产品
性能质量和安全性：进一步降低成本，
2018年前保障高品质动力电池供应；大力
推进新型锂离子动力电池研发和产业化，
2020年实现大规模应用；着力加强新体系
动力电池基础研究，2025年实现技术变革
和开发测试。

据了解，工信部还将推动企业、高校、
科研院所等搭建协同攻关、开放共享的动
力电池创新平台，引导支持优势资源组建
市场化运作的创新中心，为加快行业发展
提供技术开发、标准制定、人才培养等方面
的支撑。

（新华）

车用得少
也要及时做保养

随着汽车走进更多寻常百姓家，汽车养
护的小问题容易被众多车主忽视。记者近日
就汽车养护等问题采访了有关专家。

新车也需及时保养
有些车主买车只是上下班代步用，所以

就算是车开了七八个月，公里数也没有达到
5000公里。因此，有些车主便认为不需要开
车去做汽车保养。

其实这样是不恰当的。因为新车经过磨
合以后，机油本身存在着一个自然的变质过
程。时间到了里程还没到，也应该去做保养，
以免变质的机油影响发动机健康状况。

喷油嘴要定期清洗
现在很多车主的车基本上是在市区里使

用，汽车的喷油嘴很容易脏，因此，建议长期
在市区里行驶的车型，里程到20000公里时
清洗一次喷油器；如果行驶路况较好，经常跑
高速，那么这个清洗的周期就可以延长到
30000公里。

车身沾沥青要用专用清洁剂清除
行驶在柏油路上，车身可能会沾染沥青，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用东西去大力试擦，而是
应到汽车美容店使用专用的沥青清洁剂进行
清除。这些清洁剂不会对车漆造成任何不良
影响。

汽车螺丝不要拧太紧
有些车主喜欢自己拧汽车配件的螺丝，

因为不太懂，总是会拧得过紧，这样其实是不
对的。若拧得过紧，一方面将使连接件在外
力的作用下永久变形；另一方面将使螺栓产
生拉伸永久变形，预紧力反而下降，甚至造成
滑扣或折断现象。

点火线要及时更换
在不少车主的意识里，保养无非是更换

三滤、机油等消耗品。其实，在车辆的运行过
程中，很多部件都在不断地磨损，在例行保养
之外仍要注意按时更换。如发动机运转时就
需要点火线，点火线上经常有数万伏的高压
脉冲电流，它长时间工作在高温、多尘、振动
的环境中，不可避免地要发生老化甚至破
损。因此，点火线和火花塞一样，也是需要经
常更换的消耗品。

（广日）

近日，中国消费者
协会发布《2016年全国
消协组织受理汽车产品
投诉统计分析》和《汽车
互联网广告真实性专题
维权报告》。调查显示，
2016 年，售后服务问
题、合同争议和产品质
量是引发汽车产品投诉
的主要原因，超过投诉
总量的70%；全年自主
品牌汽车的投诉量为
2332件，占全年投诉总
量的 14.89%，排名第
一。

统计数据显示，2016 年度，
全国消协组织共录入受理汽车产
品（含零部件）投诉 15247 件，其
中，达成调解协议12022件，未达
成调解协议1156件，消费者撤回
投诉472件，投诉解决率78.84%，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8848 万
元。

从投诉的车系分布来看，2016
年自主品牌汽车的投诉量为2332
件，占全年投诉总量的14.89%，排
名第一；德系品牌汽车投诉1754
件，占全年投诉总量的11.2%，排
名第二；美系品牌汽车投诉1558
件，占全年投诉总量的9.95%，排
名第三。

从投诉热点来看，主要有以下
几个方面：

1.售后服务问题：主要集中在
同一质量问题多次维修、不履行三
包义务等。

消费者具体投诉问题主要有：
一是维修水平不高；二是无法落实
售后承诺；三是维修保养价格不明
示、不透明、乱收费。

2.合同问题：主要集中在合
同 违 约 行 为 和 不 平 等 格 式 条
款。

具体合同类投诉问题主要
有：一是购车不签订书面合同或
提车后购车合同收回；二是合同
不规范，对车辆交付时间、配置
标准等售后服务条款轻描淡写，
混用定金和订金概念造成双方
权利不对等；三是签订合同不履
约；四是部分汽车销售人员为了
业绩和提成，口头承诺购车优惠
或补贴，车辆售出后，不兑现承
诺。

3.质量问题：投诉集中在产品
性能、不合格商品和失效、损毁或
灭失三方面。

具体质量类投诉主要有：一
是发动机、变速箱、仪表板等主要
部件出现故障；二是异响、异味、
异常抖动等争议大的问题；三是
汽车轮胎早期磨损、爆裂等现
象。此外，汽车质量问题还涉及
检测鉴定问题，消费者维权比较
困难。

4.二手车问题。
二手车投诉主要集中于隐瞒

车辆真实信息，比如，事故车佯装
零事故、修改车辆里程等消费陷
阱。

中消协提示消费者：汽车4S
店以及厂家授权维修站均为全国
联网，每次进店保养或维修都会记
录维修时的里程数，消费者可以进
行核查。

5.汽车金融问题。
汽车金融类投诉主要有

以下问题：一是部分经营
者强制消费者在购车时
必须在本店购买保险，
强制贷款买车的消费者
缴纳金融服务费等；二
是缴纳续保押金或续保
保证金，即汽车销售商
规定车主在按揭还贷期
间，每年必须在店内续
保，否则押金不予退还；
三是收取按揭手续费，现
在许多经营者开展零费率
车贷的优惠活动，但零费率不
等于零手续费，经营者售车时往
往淡化两者的区别，导致购车纠
纷。

隐瞒车辆真实信息
二手车投诉多

互联网汽车广告主体
涉嫌无照经营

上榜

全新BMW1系
运动轿车海口上市

限迁解禁
二手车电商争食“蛋糕”

在瓜子、优信拍、人人车等二手车电商纷纷完成巨额融
资后，二手车电商开始争夺二手车“限迁”政策解禁后带来的
巨大商机。业内人士认为，二手车“限迁”放开后，为二手车
电商带来更多机会，但二手车认证环节的标准缺失，仍是二
手车电商需要补齐的核心竞争力短板。

2016年，售后服务问题、合同争议和

产品质量是引发汽车产品投诉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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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产品投诉五热点

被投诉的车系分布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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