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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拾柴火不旺,众人拾柴火焰高。 2021 年度全国汽车维修行业

质量服务月活动，得到了全国各地维修行业组织和汽车维修企业的空

前响应。本年度活动以“凝聚力量让汽修服务温暖放心”为主题，以

客户满意为目标，通过创新服务形式，丰富服务内涵，各地各企业不

仅向广大汽车消费者实实在在提供了方便及时、质量优良的服务，同

时也向社会展示了良好的行业形象，宣传了企业品牌。本年度质量服

务月活动对建立优质服务长效机制，巩固和发扬行业优良传统，树立

服务为本、质量优先的企业经营理念发挥了重要作用。 

自活动开展以来，各类图文并茂的精彩活动简讯从各地纷至沓来，

截至本期简报发布前，我们共收到各地行业协会（行业管理机构）和

维修企业等反馈的活动简讯 210 余篇次，并出现同一地区多家维修行

业组织会竞相开展活动的场面，开创近年来质量服务月活动的新高潮。 

北京汽车维修行业积极开展质量服务月活动 

今年，北京汽车维修行业协会结合目前本市疫情有效控制的常态

化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秩序正常进行的良好局面，为贯彻落实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为“十四五”开好局，迈好步，促进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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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振消费信心、共建和谐消费

环境发挥积极的作用，在北京

市交通委机动车维修管理处的

大力支持下，在全市汽车维修

行业开展了“汽车维修质量服

务月活动”。 

北京汽车维修行业协会和市、区行管部门共同组织全市汽车维修

企业开展“向社会及广大消费者主动承诺”的活动，号召企业在承诺

书上签字，特别提出会员单位要在本区发挥骨干企业的带头作用，积

极支持本区行业主管部门的工作，积极参与《服务质量承诺书》承诺

签署活动，并主动进行公示。汽修企业积极践行《全国汽车维修行业

行为规范公约》，积极组织了各种线上、线下活动。 

首汽丰田全体工作人员在活动中以“诚信立足，致远创新”为主

题，提升诚信的服务意识，积极查找问题，严把质量关，通过认真分

析问题的症结，提出合理的建议和整改方案，强化岗位练兵，利用班

前班后会议组织开展“质量服务月和新活动”的讨论。把认识统一到:

质量就是生命，创新就是市场，前进让我们能赢得用户的信任，企业

才能得到生存和发展上来。 

博瑞祥云认真履行守法经营接收监督诚信为本公平竞争的承诺，

在服务区公示服务承诺和总经理的联系电话，公开服务信息。 

北京友联威科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勠力同心，重质提效。在

服务月中举行了 “加强自身修养，提高服务质量”的技术竞赛，进

一步提高服务接待的水平和技术工人的维修技能，确保维修服务质量



-4-  

的不断提升。 

在质量服务月活动中，北

京银汉华星商贸有限公司承

办了福田康明斯、福田戴姆勒

国六服务技术特训营活动，在

窦店利元车业，京津冀地区服

务精英齐聚一堂，积极切磋技

艺，相互交流经验，共同探讨如何提升技术服务的相关课题。 

北京福润公司还开展了第五届轮胎节活动，提出众多优惠项目，

为用户提供了更多的服务选项。 

北京任之行利用抖音，视频等新媒体，制作了很多汽车维修过程

的小视频，向广大用户展示本公司技术工人的维修过程，让大家明白

消费，放心修车。 

（图文来源：北京汽车维修行业协会） 

云南省汽车维修行业协会 

云南省汽车维修行业协会在活动中共收到 35 家企业提供的以

“凝聚力量让汽车服务温暖放心”为主题的书面简讯稿件。除第 2 期

简报中公布 19 家企业名单外，3 月下旬又新增 16 家企业，他们是： 

大理东盛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景东嘉诚汽车修理厂 

昆明碧海汽车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昆明淼晟汽服务连锁有限公司 

昆明南亚勇坤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5-  

昆明五华东宏汽车修理厂 

澜沧钧民一站式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丽江顺隆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普洱锐鸿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普洱市晓罗天和汽车修理厂 

文山顺意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西双版纳昌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寻甸顺安达汽车商贸有限公司 

云南旅游汽车有限公司 

云南雄风汽车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永华汽车修理服务有限公司 

（图文来源：云南省汽车维修行业协会） 

云南永华汽车修理服务有限公司 

云南永华汽车修理服务有限公司积极响应质量服务月活动倡

议，结合当前防疫和店面实际运营状况，开展了以“贴心温暖”

为主题的汽车维修质量服务月活动。活动主要措施包括： 

1.开展 24 小时电话、微信等汽车维修技术咨询服务和预约

服务； 

2.推出“养车无忧 A 款年

卡”； 

3.车辆免费故障检测、透明温

暖维修服务活动； 

4.城内 24 小时道路救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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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云南省汽车维修行业协会） 

甘肃省道路运输系统积极开展质量服务月活动 

 庆阳市 

甘肃省庆阳市运管局积极组织庆阳市道路运输协会、庆阳市

汽车商会联合机动车维修企业，开展“汽车维修质量服务月”活

动。宣传活动共设立宣传咨询点 35 处，悬挂横幅 116 幅，展出板

块 36 块，共发放宣传资料 1600 余份，义务咨询 400 余人次。 

 金昌市 

金昌市公路运输管理处组织行业管理人员和机动车维修企业

技术人员设立活动咨询服务点，宣传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 300 余

份，提高了汽车用户依法维权和明白消费的意识，为营造服务规

范、竞争有序、客户满意的汽车维修市场环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天水市 

活动期间，天水市、县（区）两级交通、运管部门组织引导

辖区内机动车维修企业切实开展质量服务月活动。本次活动加强

了群众对汽车维修的认识，引导维修企业提高了维修质量和服务

水平，增强了行业自律，为广大汽车消费者提供了优质、透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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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维修服务，共同营造了规范服务、竞争有序、客户满意的汽

车维修市场环境。 

 酒泉市 

活动期间，酒泉市运管局一是

组织工作人员走上街头，设立技术

咨询点，向维修客户讲解维护常

识、安全行车知识、维权知识、汽

车故障义诊等实用内容，引导维修

客户阳光消费；二是组织维修企业宣传《汽车维修行业行为规范

公约》，积极开展维修行业质量服务宣传活动，督促依法经营、

规范服务，推进行业品牌化建设和诚信建设；三是联合市工会组

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部门，开展机动车维修行业“金牌

工人”推荐活动，通过选树先进典型，有效调动了维修行业技术

工人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四是组织执法人员走

进维修企业开展宣传指导，督促企业树立诚信形象，打造企业诚

信品牌；五是督导企业认真落实入厂配件、物料和人员的登记制

度，要求从业人员及时接种新冠疫苗，保护员工、客户的身体健

康和安全，引导企业树立诚信经营和确保质量的服务理念；六是

在开展质量服务月活动的同时，进一步加强汽车维修电子健康档

案服务系统的应用，推进维修信息透明化，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图文来源：甘肃省道路运输管理局） 

郑州市机动车修配行业协会开展质量服务月活动 



-8-  

郑州市机动车修配行业协会为确保活动开展扎实有效，协会成

立以党支部书记、会长胡长乐、监事长郎敏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充

分调动机动车维修企业的积极性，为广大车主提供优质、透明的温

暖维修服务，促进了机动车维修行业绿色健康可持续发展。 

  河南省委机关汽修厂、河南东

城天道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等

企业根据质量服务月活动通知精

神，制定活动方案。以“依法规范

市场行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为

准则，向车主推出优惠活动。利用

“健康用车科学保养免费检测活动”，对车内空调系统进行免费检测，

让春天的清新心情不留一丝缺憾。严格按照“润滑、燃烧、冷却”发

动机工作三要素，科学保养、专业、诚信、满足客户需求，帮助车主

了解汽车维修常识、安全行车知识、汽车常见维修保养问题，让客户

合理消费，营造温暖和谐的服务氛围。 

    河南信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河南硕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

企业利用新媒体手段向消费者

宣传机动车防疫知识，主动提供

免费的车辆杀菌消毒服务、免费

节气门清洗等活动，通过一系列

活动的开展，各维修企业都能严

格遵守维修行业行为公约，守法经营、公平竞争、规范操作，牢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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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质量第一、客户至上”的观念，为广大客户提供了高质量服务标

准和温暖放心优质服务。 

河南平安大众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在郑州市机动车修配行业协会号召

下，8 年如一日，坚持深入基层单位，

为车主安全出行保驾护航！2021 年 3

月 2 日—15 日，河南平安大众汽车修

理有限公司派驻专业汽车维修技师服务团队，为定点单位公私车辆进

行公益爱车上门检测活动。8 年来，已为 107 家定点单位或企业开展

过爱车公益上门活动，累计检查车辆 700 余台次，排查安全隐患车辆

超过 300余台，也受到了定点单位以及车主的高度评价和认可。 

郑州市参与单位： 

河南平安大众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河南硕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新希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威佳宏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威佳英菲尼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威佳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威佳源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信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新纪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东城天道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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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海益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河南威佳金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新鑫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河南远见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锦上广汽本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合众汇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郑州永达和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裕华上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瑞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威佳汽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省委机关汽修厂 

河南万通一汽贸易有限公司 

河南锦鸿东风本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瑞爵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豫港华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天顺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世纪阳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郑州宏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人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河南豫海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图文来源：郑州市机动车修配行业协会） 

河南东城天道公司开展质量服务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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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东城天道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积极响应活动号召，为

车主提供安全出行的有力保障和更加贴心的汽车维修温暖服务！

主要内容如下： 

1.客户到店热情接待沟通，认真检查车辆，严谨专业的维修，

为客户解决用车中的问题。 

2.客休区域精心布置，用心准备，让每一位到厂维修保养客

户感受到“家”的温馨。 

3.在抖音、微信、快手等多平台发布用车小知识、养护小窍

门，保险理赔短等，借助短视频及直播宣传分享，让客户对于车

辆维修养护有更深入的了解。 

4.定期举办车主讲堂和自驾游活动，客户更了解自己爱车的

同时，和家人好友一起畅享美好的生活！ 

5.为广大车主提供免费“上门取送车”“手机直播看维修”等

服务，客户足不出户即可进行维修保养。并推出服务优惠活动，

让客户在享受专业维修保养的同时，得到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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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郑州市机动车修配行业协会） 

浙江省汽车服务行业协会质量服务月活动 

浙江省汽车服务行业协会响应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号召，

于 2 月 24 日将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关于展开 2021 年全国汽

车维修行业质量服务月活动的通知》转发给全省各地市协会及全

体会员单位，广泛动员，积极引导大家参与汽质量服务月活动并

为即将到来的 315 消费者维权日出一份力。 

 乐清市 

乐清汽修协会 10 家 M 站会员单位，积极参与温州市机动车维

修百家 M 站发起的“诚信维修温州百家 M 站  助力打赢蓝天保卫

战”3.15 消费者质量服务月活动。在金清勇会长及常务理事的带

领下，他们分别在乐清高速服务站、汽车检测站、4S 店设立流动

服务点，现场为客户提供咨询、解答汽车尾气治理有关政策及相

关维修知识，该活动将连续进行三天。   

 嘉兴—众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提供最优质的服务：线上预约、线上答疑解惑、上门维

修、夜间维修、客户及车辆接送、维修全程托管等。秉承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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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理念，不为做得最好，只为做得更好。积极做好质量服务工

作，提供暖心放心服务，紧抓防疫生产不忘汽车维修质量服务标

准。 

 金华市  

金华市机动车维修行业协会、金华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联

合金华市汽车流通行业协会、金华广播电视总台视听节目中心交

通广播 FM94.2《范波说汽车》等单位共同举办 2021 年金华市第

四届汽车维权活动。活动现场 942《范波说汽车》节目、法律顾

问、保险公司代表、维修协会的汽车专家共计 26 人，涉及汽车方

方面面。同时，现场前来咨询汽车问题、维权的车主络绎不绝，

累计到场汽车维权的车主 78 人次，累计到场咨询汽车保险、汽车

违章、买车问题的听众 150 人次！今天活动通过金华广播电视总

台无限金华客户端全程直播，短短 1 个多小时的直播累积近 28 万

人次观看。 

 

 舟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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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市汽车维修行业协会与市保险行业协会发出联合倡议书，

以此指导事故车辆维修服务、提高保险理赔质效，切实维修汽车

用户的合法权益。 

（图文来源：浙江省汽车服务行业协会） 

吉油装服务公司开展质量服务月活动 

为贯彻落实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关于开展机动车维修质量

服务月活动的通知，进一步提高吉林石油装备技术工程服务有限

公司（简称吉油装服务公司）

机动车维修质量和服务质

量，推动机动车维修行业诚

信机制建设，公司在 3 月份

开展了主题为“凝聚力量让

汽修服务温暖放心”的维质

量服务月系列活动。 

吉油装服务公司机动车维修单位包括汽车销售维修服务有限

公司、加藤工程机械及起重机维修服务中心、一汽轻卡维修服务

站、重汽维修服务站、检测及表面处理中心以及物资经销公司，

吉油装服务公司包含轻、中、重型、轿车及配件一体化维修服务

体系。公司在质量服务月活动期间，将以更加优质快捷的服务为

客户提供的可靠的生产保障。 

（图文来源：吉林省汽车维修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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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质量服务月情况 

 南昌同驰丰田公司 

一是组织发动。3 月 5 日总经理邹

良春先生主持召开会议，组织全员进行

学习，细化活动部署。 

二是营造氛围。通过在店内张贴条

幅、LED屏等形式，积极开展活动宣导，

引导全体员工共同遵守，贯彻落实。通

过“微信公众平台”，面向社会制作发布了用车养车知识及活动宣传

报道，营造了浓厚的线上及线下的活动氛围。 

三是开展“春季服务节 诚信服务月”主题活动。大力度的优惠活

动政策，带给客户宾至如归的服务体验，组织开展“爱车养护课堂”

“透明车间”等多项客户参与互动的主题活动，有效贯彻落实汽修质

量服务月活动内容。 

通过春季服务节活动提升接待质

量、维修质量、诚信服务，并通过爱车

课堂进行用车养车的相关知识进行宣

传讲解，得到广大客户的一致好评。 

 南昌迎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为做好汽车维修质量服务月活动，公司组织相关的岗位人员认真

学习《全国汽车维修行业行为规范公约》，切实落实到一线工作中去，

服务好每一位进店客户，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规章，全面公开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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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做到价格透明，明码标价，让进店客户明明白白的消费。 

围绕活动的主题，针对维修价格进行了公示，在客户能接触的区

域，以纸质版、电子触摸屏、专用电脑

查询形式体现。通过采取价格公示，做

到明明白白消费，避免客户在消费过

程中因价格不透明产生投诉，提高了

自身的服务水平，客户的满意度进店

体验也越来越好了。 

（图文来源：江西省汽车维修行业协会） 

济南市质量服务月活动信息 

济南市机动车维修与检测行业协会响应中汽修协活动文件精神,

向全市维修企业（全国汽车维

修诚信企业）、尾气治理 M 站

提出了诚信服务，放心维修、

透明维修从我做起的倡议。要

求维修企业做好宣传，在经营场所悬挂横幅，切实维护广大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为消费者提供温暖、安全、放心的维修服务，为车主提供

一系列汽车维护优惠活动。 

协会紧扣维权消费主题，主动到山东省汽车配件行业商会走访交

流，结合汽车配件是汽车维修的上游链，提出了两个协会联手合作，

确保汽车维修质量，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今后汽车维修过程中涉及

配件质量问题，两个协会主动参与，确保问题及时解决，形成连动机

制，切实维护好汽车后市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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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机动车维修与检测行业协

会主动牵头与汽车维修相关行业汽车

配件、汽保设备和车辆保险等部门开

展行业间配合与搭桥工作，于 2021 年

3月 31日上午在山东省交运集团召开

汽车配件协会、商会、配件经销商、汽保设备和车辆保险等相关单位

工作交流座谈会。会议特邀请山东省汽车配件商会等单位参加交流座

谈，共谋汽车维修行业横向联合，加强机动车维修行业行为规范，全

面提升维修质量服务，推动济南市汽车维修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图文来源：济南市机动车维修与检测行业协会） 

昆明东聚汽配城 3·15 专场活动 

云南省汽摩后市场行业协会在省、市、区市场监管局和消协的统

筹指导下，在东聚汽

配城举行 315 国际消

费者权益日活动，昆

明本地的会员单位、

政府相关部门及数十

家地州维修分会参加

了本次活动。 

 

 

（图文来源：云南省汽摩后市场行业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