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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保证书

1. 概述

bluemembers手机App 北京现代bluemembers微信

尊敬的客户：

感谢您选择了北京现代汽车。相信您会为拥有它，并能享受到超乎想象的服务而感到骄傲。

本保证书明确了北京现代汽车的质量担保规定及有关定期保养和日常维护的要求等内容，这些对于保证汽车处于良好的使用

状态十分必要。请您仔细阅读本保证书与《车主手册》，了解在北京现代汽车质量担保规定下您所能享受的服务种类及客户在定期

保养中的责任。

本保证书是北京现代汽车的质量担保凭证，请您随车妥善保管，并在接受北京现代汽车特约销售服务店或特约服务站保养服

务或申请保修时出示本保证书。  

我们衷心希望并坚信：北京现代汽车能给您带来永久而超值的享受。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如果您想了解北京现代汽车其他信息，建议请登录北京现代汽车官网http://www.beijing-hyundai.com.cn

北京现代客户服务品牌blu emembe r s（蓝缤）旨在为车主提供便捷、实惠的高品质

服务。为了充分保障您的合法权益，请您扫描左侧二维码下载“blu emembe r s”手

机Ap p，上传购车发票，完成首保激活。同时请您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北京现代

bluemembers微信，享受更多丰富服务。（如您的手机无法扫描左侧二维码，请直接

致电400-800-1100，客服专员会为您激活首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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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包修登记

包修登记表：

北京现代汽车特约销售服务店或特约服务站在向您交车时会填写“包修登记表”。因为“包修登记表”是汽车执行包修的重

要依据，所以请您务必协助北京现代汽车特约销售服务店或特约服务站认真填写，并请您在表上签字。

包修服务的提供：

包修服务由北京现代汽车特约销售服务店或特约服务站提供。

特约销售服务店名称：

地址：

邮编：

电话：

传真：

电邮:

2

质量保证书

1、三包概要： 汽车产品生产者、销售者和修理者根据《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履行三包义务，承担三包责任。

(仅适用于家用汽车产品) 

2、非营运类汽车包修期：

 非营运类汽车：包修期自购车发票开具之日起5年或100000公里，以先到者为准。

              (各类零部件包修期，请参考下列表1)

3、三包有效期：自购车发票开具之日起2年或50000公里，以先到者为准。（仅适用于家用汽车产品）

4、零部件包修：

区分 零部件 包修期

A类

车身及底盘
配件腐蚀

皮带 漆面 空气净化器 离合器压盘 喷油嘴 排气管及消音器
3年或100000公里
(以先到者为准)

橡胶类 玻璃 (前后风挡、车窗、天窗) 制动盘 离合器分离轴承 活性炭罐及滤清器

B类
(易损耗
零部件)

空气滤清器 空调滤清器 火花塞 灯泡

1年或20000公里
(以先到者为准)

燃油滤清器 制动衬片 离合器片 轮胎

保险丝及普通继电器
(不含集成控制单元）

遥控器电池 蓄电池

机油滤清器 刮水器刮片
6个月或5000公里
(以先到者为准)

表1

3. 质量担保规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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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月或5000公里
(以先到者为准)

表1

3. 质量担保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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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自费配件保修：客户自费在特约销售服务店或特约服务站购买并且由特约销售服务店或特约服务站进行装车使用的纯正

配件，因其本身存在质量问题造成不能正常使用的，保修期为自更换之日起1年或20000公里, 以先到者为准（B类易损

耗零部件除外）。B类易损耗零部件，非营运类汽车享受3个月无公里数限制的保修，营运类汽车享受3个月或5000公里

保修，以先到者为准。

7、 为有利于环保及可持续发展，汽车包修以零部件修理为主，该零部件不能修复或无修复价值时采取更换零部件的修理方

式，包修更换下来的零部件归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所有。

8、 本包修规定只与汽车有关，不因汽车所有权转移而改变。 

序号 零部件名称 序号 零部件名称

1 制动盘、制动片 7 各类滤芯

2 离合器片、压盘、分离轴承 8 轮胎

3 雨刮器片 9 灯泡

4 喷油嘴 10 保险片或丝

5 火花塞、火花塞电缆 11 漆面

6 皮带 12 玻璃（前后风挡、车窗、天窗）

5、 营运类汽车：用于出租，租赁或客运等营运类的汽车保修期自购车发票开具之日起1年或100000公里，以先到者为准。

出租车易损耗零部件保修期（请参考下列表2）：

出租车易损耗零部件保修期为3个月或5000公里，以先到者为准。

表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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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担保规定不适用的范围

1、 因客户未按《车主手册》或本保证书要求正确使用、维护、修理、检查、保养而造成损坏的。

2、 因使用不当燃油造成损坏的。

3、 未经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同意到非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授权的维修单位进行维修、保养而造成损坏的。

4、 无法确认车辆的生产日期、购车日期、行驶里程、发动机号码的。

5、 由于使用不当、人为损坏、意外事故（如车祸等）、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坏。

6、 没有使用纯正配件，使用非《车主手册》推荐的润滑油、变速器油等造成损坏的。

7、 北京现代各车型《车主手册》中明示不得改装、调整、拆卸，但客户自行改装、调整、拆卸而造成损坏的。

8、 非北京现代汽车装配的任何装置或附件，以及其造成的任何损坏。

9、 电镀件、漆膜、橡胶覆盖件与软性内饰由于正常暴露和使用而发生的外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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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汽车发生故障未及时到北京现代汽车特约销售服务店或特约服务站接受检修，或不听建议继续使用造成损坏的。

11、 按《车主手册》规定已达到或超过正常保养周期需要客户自费更换的配件。

12、   因特殊情况下使用(如赛车、军事行动等)，及客户擅自改变汽车用途，用于出租、租赁或者其他经营目的的，视为

自动放弃包修权利。

13、  公认为非质量问题的非常轻微的感觉，或者仅在非常特殊的操作中才会出现的感觉。

1) 不认为会影响汽车质量或功能的很小的噪音或震动。

2) 不超过北京现代汽车规定限值的板件缝隙。

 3) 不采用特殊的放大手段便不可见的漆膜、镀层和饰面的外观产品质量问题。

4)  由砂石或其它形式的碰撞造成的外部损伤和锈蚀，由昆虫、树液、焦油、酸雨、表面划伤、凹陷、冰雹或雷击、工业排放

   物与污染物、不当的使用（正常的使用方法见车主手册）造成的漆膜损伤的。

14、 家用汽车产品无有效发票和三包凭证，又不能证明其所购汽车产品在三包有效期内的。

6

质量保证书

15、 客户故意变更里程表。

16、 家用汽车产品发票或者三包凭证上的产品品牌、型号、车辆识别代码与要求三包的整车产品的品牌、型号、车辆识别代

码不符的。

17、 客户所购家用汽车产品已被书面告知存在瑕疵的。

18、 易损耗零部件超出其质量保证期出现产品质量问题的。

19、 发生产品质量问题，客户自行处置不当而造成损坏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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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客户应按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在《车主手册》中推荐的汽车维护时间表，到北京现代汽车特约销售服务店或特约服务站进

行定期保养服务，并由北京现代汽车特约销售服务店或特约服务站填写定期保养记录。

8

质量保证书

日常维护保养是客户在使用汽车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工作，为了避免故障，使汽车保持良好的运行状况，客户

应该养成每日出车前后或长途行车前后，进行检查的习惯。

l、检查散热器冷却水 10、检查燃油、机油、制动液和冷却水有无渗漏

2、检查发动机机油液面 11、检查后视镜

3、检查自动变速器油面 12、检查离合器与制动踏板的自由间隙和工作情况

4、检查制动液 13、检查驻车制动器工作是否正常

5、检查蓄电池指示器状况 14、检查方向盘工作是否正常

6、检查风挡洗涤器储水罐存水情况 15、检查各开关工作是否正常

7、检查燃油量 16、检查所有仪表工作是否正常    

8、检查所有车灯与喇叭是否正常工作 17、检查离合器液面（仅液压离合器）    

9、检查轮胎(包括备胎)充气情况及有无损坏和磨损 18、检查助力转向油罐液面（如安装）

4. 日常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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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修的确认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保留对所有包修索赔行使认证的权利。

所有包修均以本保证书为准

1、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及其授权的特约销售服务店、特约服务站等，均应遵守本保证书内容。

2、 北京现代汽车特约销售服务店、特约服务站及其员工，均无权自行变更或修改本保证书的内容。

5. 包修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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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免费强制保养



6. 免费保养

11

1．  为使客户的汽车保持良好的使用状况并延长其使

用寿命，北京现代汽车为符合保修手续的汽车提

供5000公里或6个月（以先到者为准）首次免费强

制保养。

2．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支付首次免费强制保养中

的机油、机油滤芯及相应工时等费用。

3．  包修期内汽车应按此规定到北京现代汽车特约销

售服务店或特约服务站进行首次免费强制保养。

4．  当汽车行驶至5000公里或6个月时（以先到者为

准)，请到北京现代汽车特约销售服务店或特约

服务站接受首次免费强制保养服务。

5000公里或6个月（以先到者

为准）首次免费强制保养

首保日期：

行驶里程：

车架号码：

 北京现代汽车特约销售服务店、

特约服务站

盖章

注： 北京现代汽车特约销售服务店、特约服

务站做好5000公里或6个月（以先到者为准）

首次免费强制保养服务后，请将此联撕下

并拓印VIN号码后保存在维修档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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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间间间间   

公里数：

工单号：

内容：

 北京现代汽车特约销售服
务店、特约服务站
盖章

时间： 间间间间

公里数：

工单号：

内容：

 北京现代汽车特约销售服
务店、特约服务站
盖章

时间： 间间间间

公里数：

工单号：

内容：

 北京现代汽车特约销售服
务店、特约服务站
盖章

时间： 间间间间

公里数：

工单号：

内容：

 北京现代汽车特约销售服
务店、特约服务站
盖章

时间： 间间间间

公里数：

工单号：

内容：

 北京现代汽车特约销售服
务店、特约服务站
盖章

时间： 间间间间

公里数：

工单号：

内容：

 北京现代汽车特约销售服
务店、特约服务站
盖章

时间： 间间间间

公里数：

工单号：

内容：

 北京现代汽车特约销售服
务店、特约服务站
盖章

时间： 间间间间

公里数：

工单号：

内容：

 北京现代汽车特约销售服
务店、特约服务站
盖章

7. 定期保养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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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间间间间   

公里数：

工单号：

内容：

 北京现代汽车特约销售服
务店、特约服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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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保证书

包 修 登 记

客户详细资料 车辆详细资料

客户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车型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客户属性：私家/公家 职业：_________ 车架编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    区：      省      市(县)      区     发动机编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详细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音响密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政编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钥匙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车辆销售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    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首次免费强制保养日期：_____________

其它联系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里程：_____ km

详细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牌 照 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政编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特约销售服务店、特约服务站名称(盖章)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交车日期：_______年_____月______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客户签字：_______________          负责人签字：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本
手
册
留
存

8. 包修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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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关于汽车产品缺陷的报告
 （复印有效）

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的有关条款，客户有

权向主管部门、有关经营者投诉或反映汽车产品存在的缺陷，

并可向主管部门提出开展缺陷产品召回的相关调查的建议。

客户反映的“问题”是主管部门和汽车制造商判断是否有

缺陷的重要线索。因此，您如果发现车辆可能存在缺陷，应当

积极地投诉和报告。

应立即将问题的详细情况报告给国家质检总局缺陷产品管

理中心，并查询制造商是否已就此问题实施召回。报告的

方式是：

网址：www．qiche365．org．cn

电子邮件：zhaohui@qiche365．org．cn

信函：北京市东城区新中西街2号新中大厦1061室(100027)

 除了向缺陷产品管理中心报告外，客户还应当将此问题

报告给汽车制造商，具体联系方式见汽车制造商的随车

文件。

客服中心：800-810-1100，400-800-1100

1.客户信息

VIN编码
国家质检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

 WWW.qiche365.org.cn

姓  名
(企业名称)

证件号码 联系人

地  址 

邮政编码

电　话

电子邮件

传  真

注：客户为自然人的，在证件号码栏中填写身份证号或护照号；

客户为企事业单位的，填写企事业单位代码或法人代码。

2.车辆信息

发动机号

厂  牌

车  型

年  款 型  号

车架号 

报 告 和 投 诉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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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类型

生产日期

行驶里程

发动机排量

驱动形式

安全带形式

车身形式

购买日期

是否为二手车

汽缸数

是否安装ABS

安全气囊形式

A.是 B.否

A.是 B.否

3.销售商信息

企业名称

地　  址

年　  款

邮政编码

电  　话

电子邮件

传    真

4．缺陷描述

缺陷所在的系统（如：制动系统、转向系统等）及相关描述：

5．发现缺陷时的状态

时间：

车辆里程：

车速：

其它：

6．是否与制造厂或我国管理召回的主管部门有过接触：

A、是 B、否
7．交通事故描述

是否发生碰撞或起火：

哪个气囊膨开：

伤亡人数：__________

估计的直接经济损失：

其它：______________

8．轮胎问题描述（如果存在）：

客户（签章）
    日 期

注：   可以不填写
    车身形式指：双门、四门、旅行车、货车、厢式车等。
    驱动形式是指：前轮驱动、后轮驱动、四轮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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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包凭证编号：

产品信息

产品品牌： 北京现代   ：号型

车辆类型： 车辆规格：

车辆识别代码(VIN)： 生产日期：

生产者信息    

名称：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 101300

      ：址地 北京市顺义区顺通路18号 客服电话： 800-810-1100

销售者信息    

名称： 邮政编码：

地址： 联系电话：

销售日期： 销售者签章：

三包条款    

汽车产品包修期：
5年或100000公里，以先到者为准。但多媒体音响及导航系统、车身及底盘配件腐蚀、皮带、漆面、喷油嘴、
排气管及消音器、橡胶类、玻璃（前后风挡、车窗、天窗）、制动盘、离合器分离轴承及压盘、活性碳罐
及滤清器的包修期为3年或100000公里，以先到者为准。

汽车产品三包有效期： 2年或50000公里，以先到者为准。

其他三包责任承诺：

自购车发票开具之日起60日或3000公里之内（以先到者为准），发动机、变速箱的主要零件出现产品质量问题的，消费
者可以选择免费更换发动机、变速箱。
自购车发票开具之日起60日或3000公里之内（以先到者为准），出现转向系统失效、制动系统失效、车身开裂或燃油泄
漏，消费者可以选择免费换车或退车。
在三包有效期内，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消费者可以选择换车或退车：1)因严重安全性能故障累计进行了2次修理，严重安全
性能故障仍未排除或者又出现新的严重安全性能故障的；2)发动机、变速箱累计更换2次后，或者发动机、变速箱的同一主
要零件因其质量问题，累计更换2次后，仍不能正常使用的，发动机、变速箱与其主要零件更换次数不重复计算；3)转向系
统、制动系统、悬架系统、前/后桥、车身的同一主要零件因其质量问题，累计更换2次后，仍不能正常使用的。
在三包有效期内，因产品质量问题修理时间累计超过35日的，或者因同一产品质量问题累计修理超过5次的，消费者可以
选择换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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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换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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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2：三包凭证



发动机和变速箱的主要零件种类范围

易损耗零部件的种类范围及质量保证期

汽车系统的主要零件种类范围

易损耗零部件 质量保证期

空气滤清器 12个月或20000公里，以先到者为准

空调滤清器 12个月或20000公里，以先到者为准

机油滤清器 6个月或5000公里，以先到者为准 

燃油滤清器 12个月或20000公里，以先到者为准 

火花塞 12个月或20000公里，以先到者为准 

制动衬片 12个月或20000公里，以先到者为准 

离合器片 12个月或20000公里，以先到者为准 

轮胎 12个月或20000公里，以先到者为准 

蓄电池 12个月或20000公里，以先到者为准 

遥控器电池 12个月或20000公里，以先到者为准 

灯泡 12个月或20000公里，以先到者为准 

刮水器刮片 6个月或5000公里，以先到者为准 

保险丝及普通继电器
（不含集成控制单元）

12个月或20000公里，以先到者为准

退换车的使用补偿系数及计算公式： 【购车款（元） x 行驶里程（km）/1000】 x n（n= 0.5 %）

需要根据车辆识别代号（VIN）等定制的特殊零部件种类范围：  防盗系统、全车主线束

总成 主要零部件的种类范围

发动机

曲轴、主轴承、连杆、连杆轴承、活塞、活塞环、活塞销

气缸盖

凸轮轴、气门

气缸体

变速器
箱体

齿轮、轴类、轴承、箱内动力传动元件（含离合器、制动器）

总成 主要零部件的种类范围

转向系统

转向机总成

转向柱、转向万向节

转向拉杆（不含球头）

转向节

制动系统

制动主缸

轮缸

助力器

制动踏板及其支架

悬架系统

弹簧（螺旋弹簧、扭杆弹簧、钢板弹簧、空气弹簧、液压
弹簧等）

控制臂、连杆

前/后桥

桥壳

主减速器、差速器

传动轴、半轴

车身

车身骨架

副车架

纵梁、横梁

前后车门主体

特别提示：本三包凭证仅适用于家用汽车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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