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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国 汽 车 维 修 行 业 质 量 服 务 月 活 动  

简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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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                2021 年 3 月 10 日 

 

“全国汽车维修行业质量服务月”活动作为一项已连续开展了

18 年的全行业传统公益项目，长期以来得到了行业各级主管部门、行

业协会、汽车维修企业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响应，已成为广大汽

车维修企业和从业人员展示行业良好形象、弘扬优良传统、以优质服

务惠民利民的一个重要窗口。在国家大力推进行业信用体系建设的今

天，坚持开展汽车维修质量服务月活动更显重要。 

自 2021 年 2 月 9 日协会发布《关于开展 2021 年全国汽车维修

行业质量服务月活动的通知》（中汽修协字【2021】08 号文件）以来，

各地行业管理部门、行业组织、维修企业纷纷响应通知精神，积极落

实活动要求，践行行规行约，在全国掀起了开展“汽车维修行业质量

服务月活动”的热潮。截至目前，协会秘书处已收到来自各地行业组

织、维修企业的活动动态几十篇。从内容看，形式多样、活动扎实、

反响热烈，充分体现了活动主办方和参与单位对行业的挚爱和服务民

生的责任感。协会秘书长将及时汇总相关动态，以简报形式宣传我们

这些践行“行业规范公约”的公益行动，弘扬了行业正能量，同时也

向广大消费者传递我们党和国家对民生福祉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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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活动动态集锦 

积极响应中汽修协倡议，及时启动活动 

截止到 3 月初，中汽修协已收到 29 个省市地方汽修协会启动

“2021 年汽车维修质量服务月活动”的相关文件和报道。名单如下： 

1. 北京汽车维修行业协会 

2. 天津市汽车维修检测行业协会 

3. 山西省汽车维修行业协会 

4. 辽宁省道路运输协会维修与检测分会 

5. 黑龙江省汽车维修与检测行业协会 

6. 上海市汽车维修行业协会 

7. 南京汽车维修行业协会 

8. 常州市机动车维修行业协会 

9. 盐城市汽车维修行业协会 

10. 张家港市机动车维修行业协会 

11. 浙江省汽车服务行业协会 

12. 宁波市机动车维修行业协会 

13. 温州市机动车维修行业协会 

14. 江西省汽车维修行业协会 

15. 山东省汽车维修与检测行业协会 

16. 济南市机动车维修与检测行业协会 

17. 青岛市道路运输协会机动车维修与检测分会 

18. 郑州市机动车修配行业协会 

19. 湖南省汽车维修与检测行业协会 

20. 广东省道路运输协会机动车维修检测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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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佛山市禅城区交通运输协会 

22. 佛山市南海区机动车维修行业协会 

23. 佛山市顺德区机动车维修协会 

24. 四会市汽车摩托车维修行业协会 

25. 重庆市道路运输协会 

26. 成都市汽车维修行业协会 

27. 云南省汽车摩托车后市场行业协会 

28. 云南省汽车维修行业协会 

29. 西宁市机动车维修检测行业协会 

2021 年汽车维修行业质量服务月活动启动后，各地根据本地区

实际情况采取因地制宜、多部门联动等方式开展了灵活多样、丰富多

彩的活动。 

 

张家港市启动“凝聚力量 让汽修服务温暖放心”主题活动 

为持续深化汽修行业诚信建设，引导汽修企业规范经营、诚实

守信，更好地服务广大车主群众，近期，张家港市机动车维修管理处、

维修行业协会以“凝聚力量让汽修服务温暖放心”为主题，深入开展

“汽修质量服务月”活动，主要采取三项措施。 

(一) 组织发动 

制定下发了活动通知，围绕举

办 3.15 汽修广场服务活动、组织

汽修行业安全环保公益指导等 7

个方面，细化活动部署。 

(二) 营造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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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市维管处、维修协会向全市汽修企业下发了《全国汽修行

业行为规范公约》和《“汽修质量服务月”倡议书》，引导汽修企业共

同遵守，贯彻落实。 

张家港市 170 多家一、二类汽修企业、“港城车大夫”服务中心积

极响应，通过电子屏、横幅、撑

牌等各种方式发布“汽修质量服

务月”宣传标语 200 多条。同时

还通过“学习强国”平台，面向

社会制作发布了 3期“港城车大

夫”用车养车微视频，营造了浓

厚的活动氛围。 

(三) 开展“港城车大夫”汽修义诊服务 

3 月 3 日下午，市维管处、维修协会携“港城车大夫”专家走进

乐余镇科技创新园，为 20 多名企业职工的私家车进行了故障检测诊

断，排查出发动机漏机油、电瓶亏电、点火线圈故障等多个问题。专

家们出具了“港城车大夫”诊断意见书，提出了维修保养意见，并就

用车养车的相关知识进行了宣传讲解，得到现场群众一致好评。 
 

 

 

张家港市维管处、维修行业协会将加大力度，通过举办汽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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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月活动、发动汽修企业自主开展特色服务等措施，不断把活动引

向深入，构建公开透明、诚信和谐的汽修市场环境。 

（图文来源：张家港市机动车维修管理处、维修行业协会） 

 

天津百家汽车维修企业诚信公约签约仪式 

在第 39 个国际消费者权

益日即将到来之际，为贯彻落

实国家和交通运输部关于机

动车维修相关政策法规，响应

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号召，

根据天津市道路运输管理局

和天津市道路运输事业发展

服务中心工作部署，紧密结合消费维权年度主题：守护安全，畅通消

费，推动行业企业为促进天津市经济发展、提升消费信心、共建和谐

通畅的汽车消费环境发挥力量，天津市汽车维修检测行业协会启动了

“天津市汽车维修行业质量服务月”活动，并于 3 月 7日下午举办了

“百家汽车维修企业诚信公约签约”仪式，天津市道路运输管理局等

行业主管部门、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和新闻媒体应邀参加。 

天津市汽车维修检测行业协会会长、党支部书记宣读了《汽车维

修质量服务月倡议书》，从依法经营、遵章守纪、诚信为本、货真价

实、安全生产、热情待客、尊重客户、温暖服务、接受监督等 11 个

方面向全行业发出倡议。 

为加强汽车维修行业精神文明建设，建立汽车维修行业诚信机制，

营造良好的汽车维修市场经济秩序，切实维护车辆所有人的合法权益，



-6-  

红桥区政协委员、天津市营商环境监督员、天津市百信汽车维修有限

公司总经理崔昕庭宣读了《全国汽车维修行业行为规范》，号召本市

汽车维修企业共同遵守，自觉执行，相互监督。  

天津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副局长杨亮、天津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张

正到会并发表讲话。希望广大维修企业换位思考、弘扬职业道德、建

设精神文明，号召签约汽车维修企业做遵章守纪、诚信经营的表率。 

企业代表、天津市柯兰德汽车销售维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合芳代

表全体参会企业发言，表示要坚持诚信为本，以优质服务、用户满意

为宗旨参与市场竞争，公正签

订并忠实履行汽车维修合同

（托修单），不擅自减少作业

项目，不使用假冒伪劣配件，

不作虚假广告宣传。 

参会企业代踊跃而庄严

的在“诚信公约”签名。 

（图文来源：天津市汽车维修检测行业协会） 

 

佛山禅城协会会长做客当地广播电台 

3 月 4 日上午，佛山市禅城区交通运

输协会机动车维修分会会长蔡佳铭受邀

到佛山电台 Fm92.4作嘉宾，上线直播介

绍汽车维修质量服务月具体活动内容，

向佛山市广大市民介绍今年服务月优惠

的 133 个服务项目以及围绕活动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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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汽修行业的″温暖″和"放心″在服务中的体现等话题。 

（图文来源：佛山市禅城区交通运输协会机动车维修分会） 

 

青海西宁协会会长做客当地广播电台 

3 月 8 日上午 11 时，为配合 315

质量服务月开展活动，西宁市机动车维

修检测行业协会韩健林会长做客

FM97.2 青海交广台宣传此次活动。 

 

（图文来源：西宁市机动车维修检测行业协会） 

 

温州维协与温州市保险行业协会发出联合倡议书  

近日，温州机动车维修行业协会与温州市保险行业协会联合针对

汽修质量服务月活动发出倡议书，其联合倡议书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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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发布质量服务月三个活动内容 

 

 

 

 

 

 

 

 

 

 

 

 

 

 

（图文来源：温州机动车维修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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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367 家汽修企业提供免费洗车券和检测服务 

一、 开展免费洗车券活动 

宁波"3·15 质量服务月"汽修行业优惠维修

活动上线！本次活动由宁波市公路与运输管理

中心主办，各区县（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

（执法队）协办，367 家汽车维修企业自愿响应

参与，宁波市机动车维修行业协会提供技术支

持。 

与往年不同，今年惠民服务活动采用线上

领券方式开展，更生动、更详细地将活动内容

展现在甬城车主面前。车主可登录“甬城汽车

维修服务平台”小程序，领取活动福利券。活

动期间（3 月 10日——3 月 31日）将会在平台

上推出 40000 张免费洗车券（每天 2000 张）。 

另外，提供 15 项免费车辆体检服务，在服务平台上领取维修工时费 7 折

优惠券，3·15 当天更有限量礼物派送，包括机油、燃油添加剂、负离子抗菌

膜等。 

二、 汽修专家线上线下支持 

活动期间，宁波市线下成立汽车维修行业

资深专家组，开展“3·15 小黄人专家坐诊周

活动”和“3·15小黄人专家出诊周活动”。专

家组成员有何南炎大师工作室、省职业技术能

手、港城工匠、劳模工匠技术服务队等。“3·1

5 小黄人专家坐诊周活动”，分鄞州和江北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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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同时进行，每个会场 4-6 位专家坐诊。维修企业如有“疑难杂症”车辆

可提前预约“就诊”。按照不同品牌类型，安排专题维修日。 

“3·15 小黄人专家出诊周活动”，专家组接受企业预约，前往企业现场

指导。2-4 位专家为一小组，每个小组每天可出诊两家企业。 

三、 规范服务再上新台阶 

为进一步保障甬城车主机动车维修相关权益，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将

全面规范机动车维修行业，推行行业诚信体系建设，重点落实机动车维修记

录、维修竣工合格证、结算清单电子化制度，方便车主查阅车辆有关维修信

息及维修维权。同时探索机动车维修配件可追溯体系建设，开通线上机动车

维修消费维权通道。确保车主修车放心、用车安心，提升甬城车主车辆维修

保养体验感。 

四、 通知文件提出五点明确要求 

(1)深化信息建设，构建数字维修基石 

(2)强化质量管理，打造优质修车环境 

(3)规范经营行为，打造诚信修车环境 

(4)提升服务效率，打造便捷修车环境 

(5)重视服务关怀，打造舒适修车环境 

（图文来源：宁波波机动车维修行业协会） 

 

南京协会成立汽车维修质量纠纷调解

委员会 

为建立健全南京市汽修行业维修质量纠

纷调解的工作平台和机制，配合市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受理维修质量投诉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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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提供汽车维修技术咨询，依法依规化解各类投诉和纠纷，保障承、托修双方当

事人合法权益，进一步提升维权成效。在 2021年 3月开展“汽车维修质量活动月”中，

南京汽车维修行业协会特别成立“汽车维修质量纠纷调解委员会”。 

一、 纠纷调解申请的受理 

协会会员企业与车主因维修车辆的质量生产纠纷且协商不成，在征得车主同

意的前提下，可向协会申请进行调解。协会进行纠纷调解以自愿、公平为原则，

做到依据事实、查明原因、分清责任、公开调解、公平负担。 

二、 提升维权成效，共铸消费和谐 

协会成立“汽车维修质量纠纷调解委员会”，使会员企业在汽车维修过程中

遇到与车主发生质量纠纷时，有了行业专业权威解决途径。协会号召各会员企业

“以质量守护信誉，为车主满意消费护航，在“2021 汽车维修质量服务活动月”

中，用实际行动，为消费者维权护利，为建设和谐有序的消费环境增光添彩。 

（图文来源：南京汽车维修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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