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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9 年“汽车维修质量服务月”活动方案 

 

一、指导思想 

突出服务定位，发挥创新思想，优化便民措施，提升服务质量；

强化“汽车维修质量服务月”活动社会品牌；引导全行业共同营造服

务规范、竞争有序、客户满意的汽车维修市场环境。 

二、组织措施 

（一）协会主导 

各地协会应充分发挥行业主导作用，充分调动汽车维修企业的积

极性。结合实际，制定活动方案，协商明确牵头单位，周密策划，分

工合作，发挥大中小企业的各自优势，组织必要的人力、物力，协调

行动。 

（二）活动宣传 

1.统一宣传形象 

统一使用“汽车维修质量服务月”活动的名称，展示协调一致的

形象。除街头活动外，应在本单位服务店面、车间始终张贴有关活动

的内容，包括宣传、承诺、常识等，有声有色，充分营造服务月活动

的氛围。 

2.宣传行业政策、标准 

（1）各地维修协会及维修企业要利用活动契机，推行维修标准

化、规范化作业。以《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机动车维修

管理规定》、《机动车维修业开业条件》、《汽车维护、检测、诊断

技术规范》、《机动车维修服务规范》等政令、标准为准绳，开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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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化维修服务，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积极开展宣贯团体标准《放心

汽修认证评价规范》工作，建立新形势下的汽修服务质量和信用管理

体系。 

（2）各地维修行业协会及维修企业应藉此机会向公众宣传《汽

车维修技术信息公开管理办法》和建立汽车电子健康档案的重要意义，

普及相关政策和知识。 

3.宣传报道 

（1）利用各类媒体进行宣传，鼓励各相关单位利用“微信公众

号”、等新媒体对活动进行宣传报道，扩大宣传范围。 

（2）各地协会要对本地区积极开展活动且成效显著的单位和个

人给予宣扬、鼓励，让各方面的积极性受到激励和保护，以利于今后

活动的可持续发展；让诚信务实的企业出名、出彩，更受消费者的青

睐。 

（三）内容要求 

1.鼓励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公益服务活动。推出提供服务电话、

网络平台，提供代步汽车、上门接送车等定制化服务；开展“一站式”

汽车消费服务；推广 “车大夫”、“义诊”等成熟经验，创新更多

的服务形式。 

2.历届评选的全国诚信企业要率先垂范，主动联合当地汽车维修

企业积极响应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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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企业形象，打造企业品牌。鼓励汽车维修连锁企

业充分发挥点多面广的优势，创新服务，展现品牌引领作用。 

3.各地汽车维修企业要立足厂内、店内的维修作业和服务，开展

多种形式的便民服务活动。针对汽车维修服务方面存在的各种不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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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透明、不诚信问题，提出看得见、摸得着、有名有实、切实可行的

措施，有针对性地提高维修质量和服务水平。 

4.要利用好“3.15”前后消费者反映、投诉比较集中的难得时机，

与本地区“消费者协会”一起，关注消费者呼声，重视消费者评价的

作用，推动汽修企业的诚信建设；开展满意度调查，制定量化指标，

作为质量信誉考核的重要内容，促进诚信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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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倡 议 书 
 

为保证汽车维修客户的合法权益，为客户提供优质、可靠、规范的服务，

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各地方汽车维修行业协会和 2015-2016 年度全国汽车维

修行业诚信企业共同向全国各地汽车维修企业发出如下倡议： 

一、质量服务月口号： 

守法经营 诚信为本 尊重客户 规范服务 创建品牌 

保证质量 公平竞争 文明生产 节能减排 绿色维修 

二、汽车维修企业向广大客户做出如下承诺： 

1、热情待客。牢固树立“质量第一 客户至上”的观念，服务用语规范、

礼貌、谦恭，努力满足客户需要，为客户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 

2、尊重客户。建立客户档案，定期跟踪回访；主动征求意见，开展提醒服

务；答复客户咨询，排除客户疑虑。 

3、诚信为本。坚持诚实守信，公正签订并忠实履行汽车维修合同，不擅自

增减作业项目，维护客户正当权益。 

4、收费合理。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合理结算费用，依法开具发票。 

5、货真价实。做到采购配件渠道真实可靠，确保使用经认证合格的配件。 

6、依法经营。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端正经营行为。 

7、保证质量。全面贯彻执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汽车维修质量保证体系，

认真做好汽车维修检验纪录，按规定签发汽车维修出厂合格证。 

8、文明生产。搞好文明生产和安全生产，防止污染，保护环境，不断完善

服务设施和服务功能，做到厂区整洁，环境优美，布局合理。 

9、遵守规范。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严守《机动车维修服务规范》等相关规

定，公开作业规范、收费标准、监督电话。 

10、接受监督。自觉接受行政监督、舆论监督、社会监督；认真受理投诉，

妥善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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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倡 议 单 位 名 单 
 

1. 安徽省汽车维修行业协会 

2. 北京汽车维修行业协会 

3. 北京市怀柔区道路运输协会 

4. 福建省机动车维修行业协会 

5. 厦门市汽车维修协会 

6. 甘肃省机动车环保检测行业协会 

7. 兰州市机动车辆维修行业协会 

8. 广东省道路运输协会机动车维修检测分会 

9. 广东省汽车售后服务行业协会 

10. 广州市机动车维修行业协会 

11. 广州市机动车维修行业协会检测工作委员会 

12. 深圳市汽车维修行业协会 

13. 东莞市汽车维修行业协会 

14. 东莞市汽车行业协会 

15. 佛山市禅城区交通运输协会 

16. 佛山市南海区机动车维修行业协会 

17. 佛山市顺德区机动车维修协会 

18. 江门市交通运输行业协会 

19. 中山市机动车维修与驾驶员培训行业协会 

20. 珠海市汽车摩托车销售维修行业协会 

21. 广西柳州市汽车维修行业协会 

22. 南宁市机动车维修行业协会 

23. 海口市机动车维修检测行业协会 

24. 三亚市机动车维修与检测协会 

25. 河北省汽车维修行业协会 

26. 石家庄市机动车维修协会 

27. 唐山市汽车维修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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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河南省道路运输协会机动车维修和检测工作委员会 

29. 郑州市机动车修配行业协会 

30. 黑龙江省汽车维修与检测行业协会 

31. 湖北省运输与物流协会机动车维修救援与检测分会 

32. 湖南省汽车维修与检测行业协会 

33. 长沙市汽车维修行业协会 

34. 湘潭市汽车维修协会 

35. 衡阳市机动车辆维修技术协会 

36. 吉林省汽车维修行业协会 

37. 南京汽车维修行业协会 

38. 苏州市机动车维修行业协会 

39. 无锡市机动车维修行业协会 

40. 常州市机动车维修行业协会 

41. 淮安市汽车维修行业协会 

42. 江苏张家港市维修行业协会 

43. 连云港市汽车维修协会 

44. 盐城市汽车维修行业协会 

45. 张家港市机动车维修行业协会 

46. 江西省汽车维修行业协会 

47. 南昌市汽车维修与检测行业协会 

48. 辽宁省道路运输协会汽车维修专业委员会 

49. 大连市机动车辆维修行业协会 

50. 沈阳市机动车维修配件行业协会 

51. 内蒙古汽车行业协会 

52. 呼和浩特市机动车维修检测行业协会 

53. 西宁市机动车维修检测行业协会 

54. 山西省道路运输协会 

55. 山东省汽车维修与检测行业协会 

56. 济南市汽车维修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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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青岛市道路运输协会机动车维修与检测分会 

58. 陕西省道路运输协会汽车维修检测分会 

59. 西安市机动车服务行业协会 

60. 上海市汽车维修行业协会 

61. 上海市机动车环境治理技术协会 

62. 成都市汽车维修行业协会 

63. 天津市汽车后市场行业协会 

64. 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协会运输、维修、装卸专委会 

65. 云南省汽车摩托车后市场行业协会 

66. 云南省汽车维修行业协会 

67. 浙江省汽车维修行业协会 

68. 宁波市机动车维修行业协会 

69. 温州市机动车维修行业协会 

70. 湖州市汽车维修行业协会 

71. 义乌市机动车维修配件行业协会 

72. 重庆市道路运输协会 

73. 重庆市汽车维护与修理行业协会 

 



 

 

附件 4 

《汽车维修质量服务月》活动调查表 

（请各地协会在 3月底活动结束后填报） 

 

协会名称  

活动 

成果 

统计 

活动覆盖面 本省（市）_______个城市（区、县）。 

活动方式 门店服务□   下社区/街道 □  下企业□（可多选） 

参与企业数量 （____）家企业参与活动 

活动组织规模 

＞100 人（___）次，总人次（___）； 

30-100 人（___）次，总人次（___）； 

＜30 人（___）次，总人次（___）； 

处理投诉 受理投诉（____）次，已结案（____）次。 

宣传、报道情况 

活动宣传横幅（___）条次 

报刊报道（___）条次 

电台、电视台报道（___）次 

新媒体宣传和网站宣传（___）条次 

消费者

对汽车

维修行

业满意

度调查 

服务接待满意度 1-5 分，选择（___）分 

维修环境 1-5 分，选择（___）分 

维修便捷性 1-5 分，选择（___）分 

工时费价格 1-5 分，选择（___）分 

维修配件性价比 1-5 分，选择（___）分 

投诉渠道便捷性 1-5 分，选择（___）分 

其他 

意见  

填报人姓名职务：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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