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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戚淑军

一个月内
两条轮胎鼓包

去年下半年，奔驰E300L
的上市引起了不少奔驰迷的
关注，官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当时刚上市，很不好买，最后
办下来大约花了61万元，还不
到一年的时间，两条轮胎就出
现了鼓包，开车的时候根本感
觉不出来，还是保养的时候4S
店工作人员告诉我的，我经常
跑高速，现在想想都有点后
怕。”说起自己的遭遇，官先生
一脸无奈。

官先生告诉记者，6月14
日，他去济南某奔驰4S店做保
养时，工作人员告诉他前面有
个轮胎鼓包了，“当时我都不
知道，看了一下，确实是，左前
轮胎鼓了个包。”鼓包就换轮
胎吧，花了2200多元钱，官先
生把左前轮胎换了。保养完不
到一个月，官先生的车又出问
题了，还是轮胎鼓包，不过这
次是右前轮胎。

“新买的奔驰车，开的格

外爱惜，而且我家住在东边，
路况比较好，也没碰撞过硬
物，怎么会接连出现轮胎鼓包
呢？”官先生提出了疑问。针对
官先生的置疑，奔驰4S店工作
人员表示，轮胎不在整车质保
范围之内，换胎要车主自己掏
钱。至于为什么会出现鼓包，
4S店的解释是轮胎离轮彀的
距离越小，车越重越容易出现
这一问题。

奔驰E300L
轮胎鼓包并非个例

奔驰车轮胎鼓包并非个
例。“我买车的时候，公司一个
同事也是在济南这家奔驰4S
店买的这款车，前后相差不到
一个月，他的情况更惨，跑了
不到一万公里就出现了轮胎
鼓包。”官先生表示，轮胎第一
次出现鼓包的时候还没有引
起自己的重视，第二次鼓包就
害怕了。上网一查，发现反映
奔驰这款车轮胎鼓包问题的
车主不在少数，“我们公司的
这两辆车就出现了三次鼓包，
而且网上反映鼓包的还这么
多，我怀疑这款车设计存在缺

陷。”
奔驰4S店工作人员告诉

官先生，车没有问题，有异议
可以找轮胎厂家。而且对轮胎
鼓包4S店似乎见怪不怪，一工
作人员告诉他，官先生这种情
况不算什么，有的车因为鼓包
都换过四条轮胎了。“这么短
的时间内，出现这么多鼓包的
情况，肯定不是一句驾驶不当
能解释的，而且我买的是奔驰
整车，轮胎是原车带的，让我
找轮胎厂家这不是推卸责任
吗？”官先生对4S店的这一说
法非常不满。

4S店：官先生确实
在店里更换过两条轮胎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两条
轮胎先后鼓包，花费了四千多
元，在跟4S店交涉无果的情况
下，官先生拨打了厂家的电

话，“跟4S店工作人员一样，对
方态度很好，就是不解决问
题，说反映后跟我反馈，到现
在都没有回音。”

7月10日下午，齐鲁晚报
记者联系了济南这家奔驰4S
店，工作人员查询后向记者确
认，官先生确实因为轮胎鼓包
问题，在该店更换过两次轮胎，
一次是在6月14日，一次是在7
月9日。至于为什么出现轮胎鼓
包的问题，该工作人员表示，轮
胎鼓包原因不好确定，可能与
车主的驾驶方式有关，也可能
与车型以及轮胎等有关。

官先生告诉记者，当时买
奔驰就是冲着它的安全和品
质，没想到接连出现这种情
况，现在开车都没有安全感
了，老担心车胎出现问题，轮
胎频繁鼓包是不是设计的问
题，是不是车存在缺陷，奔驰
需要给车主一个明确的说法。

新新车车不不到到一一年年，，两两个个轮轮胎胎鼓鼓包包
车主质疑奔驰E300L车轮设计存缺陷

律律师师说说法法：：
44SS店店不不能能免免责责

针对官先生遇到的轮
胎鼓包问题，济南市人大
代表、山东鹏飞律师事务
所主任律师付强认为，新
车开了不到一年，接连出
现轮胎鼓包，而且还不是
个别现象，这不得不让人
怀疑是车的质量和设计有
问题，4S店不能一句“轮
胎不在质保范围之内”就
将消费者打发，这是不负
责任的表现。轮胎是车的
一部分，出了这种问题4S
店应该负责。4S店的做法
无非就是不想承担赔偿责
任。

付强认为，证明车辆
设计存在缺陷不是消费者
能力和条件所能达到的，
如果4S店认为车辆不存在
问题，轮胎鼓包是因为车
主驾驶不当造成的，这需
要4S店拿出相关证据，证
明车辆设计不存在缺陷，
举证责任要倒置。

付强认为，遇到官先
生这种情况，车主首先要
与4S店协商，协商不成可
以走法律程序，对车进行
封存，请有关部门对车辆
进行鉴定，如果是车的设
计存在问题，那4S店就不
仅仅是赔偿的问题，嫌存
在欺诈行为，需要承担相
应的责任。

奔驰E300L开了不到一年，两条倍耐力轮胎相继鼓包，济南
市民官先生就遇到了这一烦心事。对此，售车的奔驰4S店表示，
轮胎鼓包不在质保范围之内，出现这一问题与车重、轮胎型号
等多种因素有关。

无独有偶，与官先生一起购买奔驰E300L的同事范先生也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范先生的车刚跑了一万多公里就出现了轮
胎鼓包现象。奔驰新车为什么接连出现轮胎鼓包的问题，是不
是该款车车轮设计存在问题，官先生产生了质疑。

本报记者 张子森

7月11日，一场科技与奢
适的完美邂逅在夏日的沈阳
激情上演。中华新V3在中国
新主流汽车联盟的镜头前上
演了一幕“速度与激情”的热
血大戏，重塑了小型SUV全
新标杆。

中华新V3是宝马支持华
晨汽车“振兴2020项目”的重
磅力作，宝马对中华新V3从研
发到生产、从品控到营销、从
渠道到店面建设、从核心技术
到核心人员进行了全方位的
贴身指导支持，使得中华新V3
成为第一款具有宝马品质的
小型SUV。

筚路蓝缕 砥砺前行

中华新V3整体设计得到
宝马Design Work大力支持，车
身 尺 寸 为 4 2 4 0 ⅹ 1 8 0 3 ⅹ
1600mm,车长增加40mm，车宽
增加13mm，在整体观感更加国
际化、更年轻时尚、更大气。

不仅如此，中华新V3的动
力总成优化升级也得到了宝
马的大力支持。中华新V3搭载
自主技术1 . 5T发动机，与之匹
配的是来自韩国现代进口5AT
变速箱，以百公里9 . 8秒的极
致加速，百公里油耗低至5 . 8L
的极限节油性能，实现了激情
操控和极致节油的完美平衡。

拜师学艺 笃行自强

为了让车内静音效果更
加出色，宝马支持华晨“2020项
目”团队的成员与华晨研发团队

共同努力，对中华新V3驾驶舱
隔音材质进行了多项升级处理，
静音采用的标准也是与保时捷、
宝马同样设计标准的ISO3745
体系，实测中华新V3怠速工况
驾驶室内声音仅为39.7分贝，大
幅领先自主品牌同级车型。

中华新V3中控台上那块堪
称同级别最大尺寸的10 . 4寸触
摸大屏是中华新V3内饰最为醒
目标志，内置导航和APPlink智能

互联系统，集成了多媒体、蓝牙
电话、导航、APPlink、日历、设置、
空调控制界面、360环视影像等
八大功能。

品质为本 迈向高端

华晨汽车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祁玉民在今年的中国
品牌日上掷地有声的说道：

“我们要走高技术、高品质的
路线，我们要往上走，而不是

往下走，所以我们通过技术来
引领华晨的未来，通过品质保
障华晨的未来。”

华晨汽车聘请具有37年宝
马质量管控经验的高尔曼为首
席质量官中华新V3是首席质
量官制度后全面革新的一款产
品，是一款“智控时尚SUV”。

作为中国汽车品牌的代
表，华晨汽车矢志不渝，打造“中
国的宝马”，而刚刚上市的中华
新V3正是见证了华晨汽车与百
年宝马合作进入新时代，中华品
牌进入宝马品质时代的绝佳例
证。在品牌向上发展的过程中，
华晨汽车正在厚积薄发，以精益
求精、弃而不舍的精神，努力实
现从产品到品牌的跨越，为中国
自主品牌走出一条全新的向上
突破的路子。

从从中中华华新新VV33开开始始 华华晨晨汽汽车车将将步步入入宝宝马马品品质质时时代代

2017年，奇瑞汽车迎来20
周岁生日。作为中国第一个乘
用车销量突破600万辆的自主
汽车品牌，奇瑞汽车创领了众
多中国第一。7月16日，为感恩
新老用户多年来的支持与厚
爱，奇瑞汽车百城千店团购会
暨第二届奇瑞烧烤啤酒节客
户答谢会济南站活动将在山
东瑞诚奇瑞4S店盛大举行。1
元超值起拍、1000元购车礼
券、订车多轮抽奖、超级神秘
大礼以及烧烤篝火晚会等精
彩内容等你来参加。

20年来，奇瑞锐意进取，

坚持正向研发，以技术创新引
领中国汽车品牌向上突围；20
年来，奇瑞坚守“用户至上”的
承诺，为消费者带来品质不断
跃升的汽车产品。20年来，奇
瑞让“中国制造”走向海外，连
续14年位居中国乘用车出口
量全国第一位。奇瑞深知：这
份荣耀，同样属于600万分之
一的你。

自2016年，奇瑞汽车陆续
推出了艾瑞泽5、新瑞虎5、瑞
虎7、瑞虎3X、艾瑞泽7等众多
被市场认可的精品车型，成功
实现了同比28%的销量增幅。

具体车型上，奇瑞汽车已
逐渐确立了“轿车+SUV”双擎
并进的产品思路。艾瑞泽5上
市253天总销量即超过10万
辆，成为去年中国轿车市场销
量增长最快的车型；瑞虎7上
市3个月后销量即突破1万台，
一举成为同级SUV的新标杆。
而众多2 . 0战略新车型对于奇
瑞品牌的销量贡献率更是达
到80%，成功实现了奇瑞品牌
销量结构上质的飞跃，探索出

“品质引领发展”的新篇章。
本次团购活动由齐鲁晚

报联合团车网发起，济南、青

岛、聊城、滨州、滕州等地市奇
瑞经销商共同参与，力求为近
期购车用户打造最超值的购
车盛宴。1元超值起拍、1000
元 购 车 礼劵 、订 车 多 轮 抽

奖、超级神秘大奖等九重大
礼肯定让您不虚此行。更多
团购活动信息，请咨询山东
瑞 诚 奇 瑞 4 S 店 销 售 热 线 ：
0531-66572666。

同同贺贺百百万万成成就就 分分享享百百万万钜钜惠惠
——— 山东瑞诚奇瑞4S店团购会火热招募

官先生的奔驰E300L两个轮胎出现了鼓包情况。 戚淑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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