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车子有问题，问了4S 店几

次都说不知道，现在过去三年了

才发短信告诉我真相，这不忽

悠吗？”12 月 5 日，长沙市民赵

盈盈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自己于 2014 年 9 月在长沙华洋

世纪奥迪 4S 店购买了一台价格

近 50 万元的奥 迪 Q5 汽车，但

买来后她觉得有些失望，因为

她的爱车很有“味道”。

“味道有点刺鼻，闻久了会

感觉头晕。”据赵盈盈回忆，提

车时就发现车里有股臭味，起

初以为是新车里的皮革味，但开

了三年后，发现味道还是很浓。

赵盈盈曾向 4S 店反映情况，但

得到的答复是“他们也不清楚”。

“我还在车里 放了活性 炭，

但现在味道和刚买时一样浓。”

更让赵盈盈忧心的是，过去三年

里，自己怀孕、生子、带小孩的

阶段，都在开这辆“重口味”车，

“我很担心怪味有毒，会影响身

体健康”。

直到今年 11 月 21 日，一条

突如其来的召回短信让赵盈盈

得知怪味真相。

“您好，我是华洋奥迪预约

专员 XX， 您的爱车 在 本 次 隔

热棉材料升级范围内，请到店

进行免费更换……”12 月 5 日，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看到赵 盈

盈提供的短信截图，但此次前

往 4S 店了解情况的赵盈盈更加

烦闷了。

原 来， 早 在去 年，4S 店曾

给赵盈盈家寄过一封汽车召回

信，信件内容就提到了免费更换

隔热棉。但不巧的是，当时她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炜 图：受访者提供

买了三年多的奥迪 Q5 汽车，一直有异味，直到最
近 4S 店才通知可以到店内免费更换隔热棉材料来解决
问题。“可是这三年期间，我怀孕生孩子都在开这辆车，
这异味对孩子的健康是不是有影响？”12 月 5 日，今
日女报 / 凤网记者接到了市民赵盈盈（化名）打来的投
诉电话。

赵盈盈的投诉并非个案，在记者调查采访中发现全
国很多奥迪车主皆因“异味”而投诉。而这困扰大家的“异
味”，4S 店到底是如何处理的？车主们关注的健康问题
又该由谁来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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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迪车臭了三年，为何现在才召回

扫一扫，看详细
报道

■大嘴提醒正好搬家，所以并未收到信件。

对此，赵盈盈觉得 4S 店的召回

“诚意”不够。“客户的姓名、电话、

住址等个人信息，厂家都有，为何

不考虑全面一些，采取寄信加短信

的双保险方式来通知？”直到上周，

赵盈盈的车子才送往华洋世纪奥迪

4S 店进行隔热棉免费更换。

臭味不少见，这些车主也中招
据媒体报道，2016 年年底，长

沙市民刘女士花费 40 多万元在长沙

恒信奥 迪 4S 店买来 一辆奥 迪 Q5，

但开了两年后，车内依旧充满浓浓

的臭气。

由于不忍自己几十万购置的豪车

变成摆设，刘女士将车送往专业机

构进行检测，可检测结果却显示，

这台奥迪 Q5 的甲醛含量，竟然超过

室内甲醛含量标准的两倍之多。

最终，在与奥迪公司总部进行长

时间的协商后，长沙恒信奥迪 4S 店

决定，将这台奥迪 Q5 内的隔热棉全

部更换。

奥迪回应
12 月 5 日下午，长沙 华洋世纪

奥迪 4S 店售后服务部一名男性工

作人员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称，

赵盈盈反映的奥迪车内有怪味的确

是由于厂家疏忽导致材料经销商提

供了不合格的隔热棉，使得汽车在

行驶过程中，因发动机产生的热量

烧坏隔热棉导致异味持续产生。

该工作人员表示，隔热棉材料

不过关的车型主要为奥迪 A4 和奥迪

Q5。此外，存在隔热棉问题的车辆

主要生产于 2013 年至 2014 年。

谈及寄信召回方式，该工作人员

表示，厂家针对购买不同批次汽车

的客户，采取的通知方式也不一样。

“像赵女士是属于第一批次，我们采

取寄信的方式，如果第一批次的客

户没有及时回馈，我们会将这些客

户纳入到第二批次，再采取电话加

短信通知的方式。”

那么，4S 店目前已经召回的怪

味汽车有多少？对此，工作人员并未

给予正面回答，“这个据我所了解，还

没有相关的统计数据”。至于隔热棉

产生的异味，其甲醛含量是否超标，

对方也表示“不清楚”。

今 日 女 报

/ 凤网记者了解

到，其实，早在

去年年末，奥迪

“异味门”就备受广大消费

者关注，只不过，全国多地

的奥迪厂家至今依然能接

到车内异味的投 诉。据媒

体报 道称，今 年 8 月 9 日，

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以下

简称“深圳消委会”）针对

消费者投诉的奥迪 Q5 车内

异味问题，约谈一汽·大

众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一汽·大众”）。

据统计，2017 年上半年，

深圳消委会共收到 116 宗有

关奥迪 Q5 车内空气质量问

题的消费者投 诉，其中深

圳地区 78 宗。为维护消费

者合法权 益，深 圳消委会

于 6 月 8 日向一汽 - 大众发

出《调查函》，就“目前已更

换隔音棉奥 迪 Q5 的数量、

异味的源头是否来自于车内

隔热材料、对提出更换隔

音棉的奥迪 Q5 车主是否提

供免费更换服务”等三个问

测评员对奥迪“异味门”不满意

湖南仁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帅

遇到 4S店召回方式不完善，
消费者有权追责

律师
说法

从本案中得知，华洋世

纪奥迪4S店没有按照《缺陷

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实施

办法》进行相应反馈，该办

法第 14 条规定：“生产者获

知汽车产品可能存在缺陷的，

应当立即组织调查分析，并

将调查分析结果报告质检总

局。生产者经调查分析确认

汽车产品存在缺陷的，应当

立即停止生产、销售、进口

缺陷汽车产品，并实施召回；

生产者经调查分析认为汽车

产品不存在缺陷的，应当在

报送的调查分析结果中说明

分析过程、方法、风险评估

意见以及分析结论等。”该

4S店因召回方式不完善，赵

盈盈有权追责。

如果4S店未停止生产销

售、隐瞒缺陷情况或经责令

召回拒不召回的，将会面临缺

陷汽车产品货值金额1%以上

10%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由许可机关吊销有关许可。

此外，由于人体长期处

于甲醛超标的环境中，可能

引发各种血液系统和呼吸系

统的疾病，还可能引起皮肤

过敏，更严重的会致癌。如

果赵盈盈证实车内甲醛超标，

后期出现的病症一旦与汽车

甲醛超标相关，赵盈盈可进

行二次追责。

记者
调查

车主
质疑

题展开调查。

7 月 1 日， 深 圳 消 委 会

委托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

对 23 辆符合申请测评条件

的、 出 厂日期 为 2013 年 6

月 -2016 年 10 月的国产奥迪

Q5 进行了车内空气质量主

客观测评，结果显示：近八

成测评员对奥迪 Q5 车内空

气质量不满意。有 78.3% 的

测评员认为奥迪 Q5 车内气

味重，有 43.5% 的测评员认

为奥迪 Q5 车内气味“令人不

适、严重不适、难以忍受”。

此外，23 辆车均检出甲

醛和 TVOC（总挥发性有机

物），其余 5 类污染物（苯、

甲苯、二甲苯、苯乙烯、乙

苯）在部分车内有检出。比

对德国《汽车车内环境标准》

和 GB 50325《 民 用建 筑 工

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

车辆静置 20 分钟测评有 21

辆车甲醛超标。车 辆 静置

20 分钟污染物含量明显升

高，甲醛含量平均值增长了

50%，TVOC 含量平均值增

长了131%。

车内有怪味，奥
迪三年后才更换 清楚汽车这些

故障前兆很重要
很 多人 只懂 得 如 何 开

车，而不懂得如何观察汽

车的使用状况。因此很多

时候，都是故障发生了才知

道要送去修理。所以像这

几种常见的故障前兆，车主

们有必 要清楚，及时预防

车辆故障。

 大嘴
 提醒

●漏油
当使用完车辆，停在一

个地方一段时间后，如果车

底地面有一摊滩液体的话，

那么车辆是可能存在问题的。

首先车主要分清液体是空调

压缩机工作完之后产生的冷

凝水还是油渍。如果是油渍

的话，是车底前半部分漏出

来的就是机油，后半部分漏

出来的就是汽油。发现这种

情况，应当及时去处理。

●尾气颜色不正常
正常来说汽车排放出来

的尾气是无颜色、不明显的

烟雾。但如果尾气颜色呈蓝

色或者黑色，那么就说明存

在问题了。蓝色烟雾的话可

能就是发动机内部存在故障。

如果是黑色的话，那么就要

注意检查一下喷油系统、火

花塞等部件是否存在问题。

●非正常异响
很多车主都不清楚哪些响

声是正常和非正常，如果听到

方向盘、底盘、发动机、轮胎

和变速箱等传来你之前没听到

过的异响，那么就要注意了。

如果自己不会判断，最好送去

维修店检查一下再继续驾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