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诉方向发生变化

根据相关数据统计，2016年我国
缺陷汽车召回数量达到1132.56万辆，
首次在一年内突破千万辆大关。这反
映出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消费者与
汽车企业通过以往数年的“3·15”报道，
基本达成了共识，消费者不再认为召回
就是有产品质量问题，而企业也不再害
怕消费者过激的想法与行为，双方都不
再为此纠结，这是一种进步。

只是必须承认的是，召回并不意味
着汽车企业一定会全部负责，因为质量
问题和缺陷的产生方式多种多样，解决
的方案也因此多种多样，而造成的成本
自然会有高低之分，给消费者带来的实
际体验也会有千差万别。因此，总体来
说，消费者还是不会希望自己遇到产品
召回的情况。

其次，在互联网时代下，消费者的
维权渠道变得丰富，除了传统媒体外，
无论微博还是微信，或者第三方媒体平
台都有可能成为收集消费者投诉信息
的渠道。只要是情况属实的投诉基本
都会被各投诉平台接收，然后反馈给被
投诉的企业，基本来说，只要是对企业
社会责任有一定认知的企业，在这一块
做的还算基本到位，但是也不排除不少
企业处于新兴发展阶段，目前对于售后
服务做得不是很到位。

第三是，随着汽车消费和汽车生活
的深入，消费者对于汽车生产质量的关
注，逐渐转移到了用车生活的体验上，
相关的投诉也有所增加。而每年“3·
15”期间，都是投诉集中爆发的时期，大
概因为只有此时的企业才会比较重视
消费者的意见反馈。

汽车投诉网负责人郑小树表示，去
年一年投诉呈整体上升状态，其中3月
份投诉量最大，主要受“3·15”影响，而
SUV车型投诉占比继续上升，成投诉
量最多的车型，这是国内SUV市场火
爆的自然趋势。

消费者更关注用车体验

从新车质量问题方
面来看，根据 J.D.Power
2016 年中国新车
质量研究报告的
数据来看，整个汽
车行业的质量问

题数从2015年的105个PP100（每百辆
车的问题数）降低到2016年的 102个
PP100。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小型车
质量的提升。小型车细分市场新车质量
问题数是 99 个 PP100，降低了 12 个
PP100，微客细分市场降低了 10 个
PP100，问题数为114个PP100。

令人关注的自主品牌，随着销量的
增长，质量也有所提升。相比国际汽车
品牌，2016年自主品牌质量差距继续
缩小，两者的问题数差距从2015年的
22 个 PP100 降低到 2016 年的 14 个
PP100。问题差距的最大数落在了核
心技术领域，即发动机/变速系统，为6
个PP100。

汽车异味、胎噪声过大、耗油量过
大、风噪声过大和空调开启后发动机无

力仍然是消费者反映最多的问题。由
此可见，随着汽车消费和召回制度的进
一步普及，消费者的主要投诉已经从以
前的涉及质量和行车安全的关键领域，
逐步转移到了用车体验的领域。

事实上，小型车和微型车质量提升
的原因很好理解，通过前十几年的发
展，汽车市场已经趋于饱和，用一个业
内分析人士的话描述，买得起车的消费
者，基本都已经买了，下一轮增长除了
瞄准新兴年轻群体，就是早一批购车
后，需要进行换购的消费者。

在这样的共识下，汽车企业需要吸
引和培养新的年轻消费者群体，势必提
升自己入门级产品的综合实力，其中就
包括了小型车的品质；数量庞大的微客
市场，也吸引更多的车企介入，加上政

策法规的要求，竞争激烈也导致优胜劣
汰，整体的产品质量由此得以提升。

自主品牌售后服务意识增强

有分析人士指出，国内目前缺乏独
立的第三方机构平台来集中反映消费
者的投诉和维权，由此也产生了不同企
业在不同的平台获得的口碑和反馈是
不一样的。

根据汽车垂直网站汽车之家的统
计数据显示，2016年度行业总体质量
表现的PPH（每百辆车中出现故障的数
量，数值越小越好）得分为289，2015年
的该项数据为311，可以看出行业总体
新车质量表现保持着进步，该结论与J.
D.Power的分析相似。其中自主品牌
的总体表现为393，合资品牌为246，进
口品牌为174，人们印象当中的进口质
量好于合资品牌，合资又超过自主的局
面仍然保持。

具体的分类数据当中，自主品牌行
列当中，销量基数较小的品牌占到了统
计上的优势，观致168、东风风度224、
启辰283、纳智捷297分列前四位；在合
资品牌当中，东风雷诺164、广汽丰田
170、长安标致雪铁龙 178、华晨宝马
184位列前四位；在进口品牌当中，雷
克萨斯 116、奥迪 123、林肯 126、三菱
129分列前四位。

而根据汽车投诉网的统计数据显
示，在2016年汽车投诉中，自主品牌的
解决率为91.36%，合资品牌的解决率
为57.66%，这既有自主品牌在车主投
诉处理方面更积极的因素，也有合资品
牌投诉量较大的原因。合资品牌加上
进口品牌投诉解决率的34.75%，二者
解决率之和才接近自主品牌投诉解决
率91.37%，自主品牌对于售后服务的
重视程度与合资进口品牌拉开差距。

以上不同的数据和案例说明，从不
同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会有不同的体验
和感受，虽然合资和进口产品的质量表现
要远高于自主品牌，但是其在投诉解决率
上的差异，又刚好突出了自主品牌在投诉
解决上的主动和积极，这或许是近几年自

主品牌能够得到越来越多消
费者认可的一个根本原因。

（据《时代周报》）

召回成常态
汽车维权将进入新阶段

林肯汽车
将加入合资阵营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
近日，福特汽车公司旗下林肯
宣布，在华将引入一款全新
SUV车型，并与长安汽车展开
合作，在长安的重庆基地进行
生产，预计在 2019 年下半年
正式投产。

对于该国产计划，林肯相
关负责人表示，关于国产车型的
详细信息目前不便透露，但可以
肯定的是，该款SUV车型的国产
以及同长安方面的合作并不是突
然之举，此前已计划了很久。

作为福特子品牌，林肯的
国产自然让外界联想到长安
和福特共同打造的长安福特
品牌，有消息称，林肯这款将
进行国产的SUV打算在重庆
长安福特工厂进行投产。对林
肯品牌来说，此次同长安汽车
合作，无疑是迈出在华国产化
的重要一步。这也意味着，在
目前销量排名前十的豪华品牌
中，仅剩雷克萨斯在国产化上
暂无动作了。

数据显示，2016年，林肯
在华累计销量达3.26万辆，在
豪华品牌销量排行中排名第
十，尽管在二三线豪华品牌
中，距离凯迪拉克、捷豹路虎
等品牌年销量10万辆的水平
仍有不小差距，但销量增速十
分迅猛。

自主品牌
东风风神
发力SUV战略

据汽车之家报道，从近日
举行的东风风神2017年媒体交
流会上获悉，2016年该品牌销
量迈上15万新台阶，同比增长
49.5%。全年发动机销量近10
万台，在东风自主发动机整体销
量中占比近50%。

进入 2017 年，在整体车
市增幅放缓的环境下，1至 2
月东风风神延续热销态势，销
量达到 33053 台，同比增长
14.2%，其中 SUV 车型销量
26489台，同比增长48.3%，为
全年冲刺20万销量目标打下
良好基础。在产品层面，东风
风神已经初步形成了轿车、
SUV和新能源三足鼎立的局
面，产品涵盖了3系A30/E30、
6系A60/A60EV/L60、9系东
风A9和AX系列AX7/AX3/
AX5等系列产品。按照规划，
东风风神将集中资源打造AX
军团，未来在AX系列中将再
增加三款全新车型，拉动销量
继续提升。除了产品线的进
一步完善，在营销层面，东风
风神将继续推进品牌年轻化。

业内人士认为，自主品牌
车型目前在车市中的角色越
来越重要，伴随着产品阵营的
进一步扩大与营销方式的创
新和完善，2017年东风风神将
会在销量与口碑上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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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
应主动防“中招”

与其买完车后发现
问题维权，不如在购车前
多做点功课，尽量避免

“中招”。在购车时，消费
者应该多长个心眼儿，避
免以下盲点，或许可以省
去很多麻烦。

●盲点一：买车前价
格砍的很理想，最后交款
的时候发现没便宜多少，
感觉被“骗”了。

失误点：消费者在和
4S店的销售人员砍价时，
忽略了或者没有搞明白

“裸车价格”和“全车价
格”的差异。被销售人员
拿“裸车价格”谈来谈去，
便交了定金，但是交全款
的时候才被告知还有保
险费、延保费、上牌费、交
1000元送5000元的精品
礼包费等等。

●盲点二：试乘试驾
时，感觉车子不错，等买
了车后发现发动机噪音
大，动力不足。

失误点：试乘试驾的
时候太听销售人员的话，
由他们指导试乘试驾车
辆，哪些该去体验，哪些
不该去了解，全在销售
人员掌控中。试乘试驾
环节过于被动，总共几
公里的试驾道路，可能
根本就没有时间按照自
己的需求来体验车辆的
性能和质量。

●盲点三：交款时很
兴奋，很多十分重要的文
件以为4S店会准备好，等
上牌时才发现问题，再与
销售人员交涉就很被动。

失误点：买车时以为
有购车发票就行了，但公
安局、工商局、税务局、保
险公司等机构都需要车
主提供完备的购车文件，
比如车辆合格证，汽车三
包凭证等等，缺一件都不
行。所以这些文件不但
要齐全还要慎重保管好，
一旦有闪失，将来用车、
修车、理赔、置换、出售时
会很麻烦。

●盲点四：提车时，
相信销售人员会把一切
都 准 备 好 ，包 括 出 厂 检
查、车辆清洗等。但使用
一段时间后发现车辆有
问 题 ，常 见 的 有 车 身 异
响、发动机异响、底盘异
响等等。

失误点：消费者提车
时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没有亲自参加，这就是销
售交车时的“PDI检查”，
也就是全车检验时没有
在场。这样，就有可能出
现应该按照检查标准进
行的 PDI 检查项目没有
完全进行，或者检查中发
现了一些问题消费者不
知情。 （李东颖）

（本版图片源自网络）

车资讯用车经

日前，帕加尼官方发布了一
组Huayra Roadster（敞篷版）的官
图，新车将搭载6.0T V12双涡轮
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达到764马
力，峰值扭矩高达1000牛·米。

Huayra Roadster（敞篷版）
是基于 Huayra Coupe（硬顶版）
打 造 而 来 ，并 延 续 了 Huayra
Coupe 的部分外观设计。新车
采用了蓝色全碳纤维车身打造，
让人难以抵挡其诱惑，同时搭配
夸张的空气动力学套件，流线形
的车身充满了灵动之美。

侧面来看，新车的 Roadster

造型相比 Coupe 版线条更加优
美，座位后隆起的筋线一直延续
到排气上方，与车身尾部造型融
为一体。新车提供两种不同的
车顶可选，分别是带有有机玻璃
的碳纤维顶棚与可以收纳在车
里的织物材质顶棚。内饰方面，选
用了米色与碳纤维结合，搭配蓝色
缝线，让新车看起来更加具有豪华
感。中控台采用大尺寸液晶屏，提
升了科技感。平底方向盘和仪表盘
都给人一种机械美感，这种金属材
质带来的质感是液晶仪表盘所
提供不了的。 （王梓冰）

车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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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加尼Huayra敞篷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