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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阱 1
异地购车临时加价
河北的张女士想给家里买一款进口德国大众旗下

的轿车袁她和爱人一起在网上搜索袁发现这款车在北京
4S店价格十分便宜袁而且很多店在春节前做活动降价遥
野北京的店比我们这里要便宜大概四五万元袁我们这里
卖 20多万元的车袁 北京的店只要 16.9万元就可以到
手遥 冶她通过网上找到 4S店电话并致电咨询遥 野我们的
要求很简单袁就是质量能保证袁确保有车遥 当时店方答
复说袁质量绝对正品袁但是这 16.9万元的价格只对团购
者袁 我们好说歹说袁 销售才同意春节前给我个内部优
惠袁卖给我一辆遥 冶

张女士和爱人并未当时付款袁和销售说好袁回家商
量商量再做决定遥 过了几天袁她再去电询问袁销售人员
报出的价格袁竟然又便宜了 2000元袁原因是野店里刚刚
搞活动冶袁野销售一直催着我们到北京付款袁还说如果不
赶紧来很可能就没有车了遥 这么低的价格也让我心里
很没谱袁害怕买到的车质量有问题遥 冶从没买车经历的
张女士袁有些不知所措遥

纠结之后袁张女士还是决定到北京购车遥 于是袁她
和爱人来到 4S店遥 但让她没想到的是袁销售告诉她袁这
辆车的团购活动已经结束了袁本应该再加 10000元销售
的袁但是可以给张女士一个优惠袁只需要加 5000元就可
以购车遥最后的价格比张女士从网上第一次看见还要贵
3000元袁这让张女士无法接受遥她说院野销售还叫我留下
电话和定金袁否则下次来可能就没有现在的价格了遥 我
感觉被骗了袁很生气袁决定不在这里买车了遥 冶

陷阱 2
翻新车低价卖
陈先生去年 12月从 4S店买了一辆东风标致 307袁

野当时店里说是年底促销袁价格的确比此前便宜了两万
多元袁我觉得特别合适就买了遥 冶陈先生这辆车的车体
颜色是星光灰袁使用了一个多月袁车子一直没问题遥 日
前袁在一次洗车时袁他却发现汽车后保险杠表面油漆局
部自动剥落遥令人意外的是袁脱漆后的保险杠竟然露出
了中国蓝的底色袁经询问汽修业内人士后确定院该保险
杠是用中国蓝改色成星光灰的遥 野这一切让我对这辆车
的安全性和质量产生了怀疑袁其间我和 4S店多次交涉
过袁 得到的答复是院 可以免费更换后保险杠袁 其他免
谈遥 冶

为了弄清楚车子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袁 陈先生联系
了一家豪华车特约维修店检查了下车遥 野最终确认车左
后侧车体有经碰撞后轻微压缩变形痕迹袁 这点从车门
的腰线肉眼就可看出袁腰线明显错位遥 冶目前袁陈先生已
经对 4S 店进行起诉袁希望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护权益遥

陷阱 3
赠品其实不免费
徐先生去年底在朝阳北路附近 4S店购买了一辆

东风日产轿车袁野走了很多 4S店对比价格和服务袁就想
能够买到物美价廉的车子遥 冶徐先生说袁对比一圈之后袁
发现车子价格都差不多袁 只是店家送出的东西有多有
少遥 野这家 4S店承诺给我们的价位比较低袁而且相对于
其他店家袁这家店还赠送我们很多赠品袁其中赠送的全

车窗太阳贴膜让我最满意遥 冶
张先生称袁他在网上搜索发现袁全车窗的太阳膜贴

膜需要大概五六百元袁相比其他赠品非常超值遥 野最后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袁双方确定了赠品遥 冶清单上注明购
车赠送行车记录仪尧太阳膜尧行李架等遥 野我提车时袁4S
店将随车赠送的行李架以及行车记录仪渊前后镜头冤等
赠品均已安装完毕袁并未收取费用遥 冶张先生十分满意袁
但是待新车上牌照后袁 他再去 4S店贴送的太阳膜之
后袁工作人员却向他索要 600元贴膜工时费袁此费用从
一开始购车就未向车主说明袁 直到贴膜之后才提出需
要缴纳此款项遥

野我和店家理论袁为什么没有提前说明遥 他们反而
嘲笑我不懂规矩遥 销售说袁 当初说好的是给我免费的
膜袁但是工时钱并没有说白送袁需要我自己付款袁这简
直就是文字游戏遥 冶虽然心中不爽袁但是膜已经贴上了袁
张先生也只能将贴车膜的工时费交付后提走了车遥

陷阱 4
强收提车费和上牌费
张先生赶在过年前买了车袁 本想能够尽快提车带

着全家人出去玩袁谁想在提车前最后一步袁却遭遇了难
题遥张先生说袁接到导购通知袁可以领车了袁他和家人一
起高高兴兴到 4S店袁 没想到却被要求支付 3000元的
野出库费冶遥

野4S店说这个费用包括陪顾客上牌照尧 汽车检测
等一条龙服务袁但是之前车价已经谈妥了袁怎么还要
另外收费呢钥 冶张先生表示袁以前同事也买过车袁陪车
主上牌照是 4S店的服务之一袁 并没有收取费用遥 然
而袁4S店表示不交费用就不能提车遥 野导购明着告诉
我袁因为当初我买车的钱优惠了很多袁所以他们要从
提车费上耶找补爷一些遥 冶张先生说袁对于 4S店这样的
做法自己难以接受遥 无奈之下袁张先生将情况反映到
了 12315投诉热线遥 野工作人员在调查后叫我们和 4S
店商谈袁4S店承认在与我们谈妥价格后袁 并没有告知
有 3000元出库费袁 而是在提车时临时告知袁 因此 4S
店的行为属于不合理收费遥 经过协调袁4S店让我们提
走了车袁没有收取任何费用遥 冶

无独有偶袁刘女士在十里铺一家 4S店看中一款家
用轿车袁裸车价是 7.8万元遥 4S店向她承诺袁春节前优
惠力度大袁算上购置税等其他费用袁一口价是 8.9万元遥
她看着价格合适袁且优惠力度很大袁当场交了 5000元
定金遥 野我还特意和店内的销售核实袁是不是所有费用
加在一起是 8.9万元袁没有其他的费用了遥 销售三番四
次承诺不会再有其他收费遥 冶

可是袁等到刘女士再次去店里交钱时袁发现购车明
细中有一条写着包牌价为 800元遥 野这条费用此前销售
根本没有提过袁光一个上牌费就这么贵袁不如我自己去
上牌遥 冶刘女士说袁她当时跟销售提出自己去上牌袁要求
去掉这部分的费用遥 然而销售人员当即表示包牌价其
实与买车是打包的袁如果不交这个钱袁非但不能提车袁
之前交的定金也不能退遥

野这就是强买强卖啊遥 冶刘女士随后向工商部门投
诉遥 工商部门介入后袁认为 4S店在没有明确告知上牌
服务费的前提下袁以捆绑销售的形式袁强行收取高额上
牌服务费袁侵犯了消费者权益遥 经过调解袁刘女士没有
支付 800元袁自行上牌遥 张静雅

汽车异响一般指院 发动
机异响尧变速箱异响尧中控异
响等遥 那么车内的这些异响
都是从哪儿来的呢钥

车门异响
车门处野吱扭吱扭冶的异

响袁大部分还是来自于铰链袁
铰链就像我们自家门上安的
合页一样袁经常大力开合袁容
易导致铰链润滑不足袁 磨损
比较厉害遥 这个问题的解决
方法比较简单袁 将铰链处的
油泥清理干净袁 买一瓶防锈
润滑剂袁 喷涂在咬合的部位
即可袁也可以用黄油尧香油替
代使用袁但是切忌使用机油袁
因为机油更容易沾染油污遥

车窗玻璃异响
相比于车门的异响袁我

想大部分车主还是经历电动车窗的异响多一些院
在升降车窗玻璃时袁 玻璃不仅移动的速度慢袁而
且还伴随着野吱吱呀呀冶的声音遥这种时候可能是
因为车窗密封条内的灰尘太多袁脏东西一直与玻
璃进行摩擦袁这种情况下只需要清理一下密封条
即可袁还有一种情况是玻璃升降器导轨出现了问
题袁最好及时送检遥

发动机异响
站在车前除了听到发动机正常工作的声音

外袁 还会听到一阵儿一阵儿的胶皮摩擦的呼啸
声遥 这种情况就可能是发电机皮带老化引起的袁
如果您 5万公里以上都没换过发电机皮带袁我建
议您去换一根儿曰如果热车状态下能听见一阵一
阵的野哒哒哒冶的声音袁就要及时将车送到 4S店
检查袁这种情况可能发动机气门响或者是发动机
敲缸袁还是尽早解决的好遥

底盘异响
在通过减速带时候袁前轮处会发出野咣咣冶的

声响袁并且转向时伴着野咯噔冶野咯噔冶的声音袁就
好像车轮随时会掉一样遥这种情况下一般是转向
拉杆球头过于松旷遥 更换拉杆球头即可袁更换完
成之后袁记得要做四轮定位遥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转动方向盘时会有野吱吱冶的干磨声袁听到这种声
音也不用着急袁车上什么零件都没坏袁可能是转
向机柱上的黄油耗干袁 找 4S店重新打一遍黄油
就行遥

做四轮定位将车升起时袁可以顺便检查一下
球笼有没有损坏遥 如果球笼防尘套损坏漏油袁更
换防尘套袁清洗滚珠即可曰如果球笼内的润滑脂
已经用完袁滚珠出现了磨损袁则需要更换整个球
笼遥

总结院 基本上我们常见的异响就是这么几
种袁当然也有一些异响是人为导致的袁比如自己
加装的电子设备线束没有固定好袁走线时拆卸的
螺丝没有上紧等袁 人为导致的异响很好解决袁可
能需要花一点时间袁还有一些细小的异响袁要仔
细找才找得着袁如果自己确实搞不定袁建议还是
请专业人员来处理遥 易车

每年春节前袁4S 店为了
销量袁推出大量优惠政策吸
引消费者购车袁有些消费者
也想赶着春节前优惠力度
大袁选择心仪的爱车遥 但在
看似优惠的价格中袁实则暗
藏不少消费陷阱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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