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起亚道路救援详细服务内容起亚道路救援详细服务内容起亚道路救援详细服务内容起亚道路救援详细服务内容    

    1.1.1.1. 起亚紧急道路救援简介起亚紧急道路救援简介起亚紧急道路救援简介起亚紧急道路救援简介    对客户车辆的服务内容对客户车辆的服务内容对客户车辆的服务内容对客户车辆的服务内容 服务的限额服务的限额服务的限额服务的限额 地域范围地域范围地域范围地域范围 
1 现场修理服务 电瓶充电 承担维修人员的工时费及出车费用 

此类服务没有地域距离限制 
更换轮胎 承担维修人员的工时费及出车费用，备胎需要由用户自行提供 其他现场小修服务 承担维修人员的工时费及出车费用，但任何零部件的更换的费用均由客户自行承担。 2 拖车服务 每次服务承担上限为 500 公里的拖车费用 3 车辆的拖吊服务 每次服务承担 1000 人民币拖吊费用 4 运送修好的车辆服务 每次服务承担运送的费用 5 在修理厂放置并看管服务 每次服务承担放置和看管的费用，上限为 1500 人民币 6 派送燃料服务 每次服务负责递送最多 25 升的燃油，燃油费用由客户承担 7 派锁匠服务 承担开锁人员的交通费用和工时费 8 寻找递送零部件服务 承担寻找及递送零部件的邮寄费用，零部件费用需要由客户自行承担 9 派送备用钥匙服务 承担派送备用钥匙的费用 对车主对车主对车主对车主（（（（或驾驶员或驾驶员或驾驶员或驾驶员））））及车上乘客的服务内容及车上乘客的服务内容及车上乘客的服务内容及车上乘客的服务内容 服务的限额服务的限额服务的限额服务的限额 地域范围地域范围地域范围地域范围 10 客户车辆因抛锚需要长时间维修而引起的安排住宿服务 承担车主（或驾驶员）及车上乘客五星级酒店的住宿费用，最多可以安排四晚的住宿 故障或抛锚地点距被保险人登记的居所地址或者公司地址 50 公里以上，方可享受此类服务。 

11 客户车辆因抛锚需要长时间维修而引起的帮助继续行程服务（返回居所/前往目的地） 50 公里以内，可乘出租车前往； 50 公里至 500 公里，可乘火车软卧； 超过 500 公里，可乘飞机前往（经济舱） 12 客户车辆因抛锚而引起的运送行李服务 负责每次服务每人不超过 20 公斤行李的运送 13 车主因居所发生灾难而发生的紧急旅行服务 50 公里以内，可乘出租车前往；50 公里至 500 公里，可乘火车软卧；超过 500 公里，可乘飞机前往（经济舱） 14 传递紧急口信服务 承担传递信息的费用 



对家属或乘客的服务内容对家属或乘客的服务内容对家属或乘客的服务内容对家属或乘客的服务内容 服务的限额服务的限额服务的限额服务的限额 地域范围地域范围地域范围地域范围 15 信息咨询及预定服务 无限额 此类服务没有地域距离限制 16 出行路线咨询及设计 无限额 17 汽车定期保养维护提醒服务 路华负责定期提醒，保养等相关费用需由客户承担 18 事故现场紧急医疗救援服务 路华负责医疗救援的联系，医疗等相关费用需由客户承担 2.2.2.2. 24242424 小时小时小时小时 VIPVIPVIPVIP 道路救援服务项目详述道路救援服务项目详述道路救援服务项目详述道路救援服务项目详述    对客户车辆的服务内容对客户车辆的服务内容对客户车辆的服务内容对客户车辆的服务内容    1.1.1.1. 现场修理服务现场修理服务现场修理服务现场修理服务    1.11.11.11.1 电瓶充电电瓶充电电瓶充电电瓶充电    当客户车辆因电池馈电无法启动时，路华将提供电瓶充电的服务，并承担前往救援地点的人工费及出车费用。配件或其他材料的供应和更换均不涵盖其中。此项服务无公里数限制。 1.21.21.21.2 更换轮胎更换轮胎更换轮胎更换轮胎    若客户车辆因各种原因引起的轮胎破裂、需要更换备胎时，路华将前往现场进行轮胎更换。客户需要自行提供备胎。配件或其他材料的供应和更换均不涵盖其中 1.31.31.31.3 其他现场小修服务其他现场小修服务其他现场小修服务其他现场小修服务    车辆因机械或电器故障无法启动，或者安全系统（如安全带、指示灯等）出现问题的情况下抛锚无法启动，如能在 30分钟以内得以排除，路华将对其实施现场修理。现场修理服务涵盖任何无法行驶至就近起亚中国授权维修服务站的车辆。路华进行的现场修理只是对故障进行简单的维修，包括应急加水、加防冻液和其他小于 30分钟的机械修理。如果涉及较大程度的维修，则须将车辆拖至"起亚中国授权维修服务站"。 配件或其他材料的供应和更换均不涵盖其中 2.2.2.2. 拖车服务拖车服务拖车服务拖车服务    如客户车辆不符合现场修理条件且客户车辆因机械或电器故障无法运行，或者安全系统（如安全带，指示灯，等）出现问题的情况下，路华救援将安排将客户车辆拖至最近的"起亚汽车授权维修服务站"，每次服务路华将免费承担 500 公里以内拖车费用。如超过规定的限额，或客户要求拖至次近或更远的"起亚汽车授权维修服务站"，则超过部分的费用需由客户自行承担。拖车服务中，在高速公路、隧道、大桥、高架道路等收费路段产生的过路过桥费需由客户承担。 



该服务无法在交通部门或其他部门规定限制第三方道路救援活动的路段（如高速、大桥、高架）进行实施，如客户在该路段需要救援，路华将协助客户或由客户联系该路段的管理部门，将故障车辆拖至最近的出口后，安排拖车拖至最近的"起亚汽车授权维修服务站" 3.3.3.3. 车辆的拖吊服务车辆的拖吊服务车辆的拖吊服务车辆的拖吊服务    车辆在正常的路段上运行而翻车或跌落于沟中，且又无力自行离开困境，路华将提供清障服务：费用为每次 1000元人民币以内。 4.4.4.4. 运送修好的车辆服务运送修好的车辆服务运送修好的车辆服务运送修好的车辆服务    如果客户车辆修理时间需 72 小时以上，修复时客户已经不在事发现场，路华将承担以下费用：将车辆运抵客户居所的运输费用；或者客户或其授权人（仅限负责车辆移交之人）前往车辆所在地点取车的费用。 经路华救援安排拖车拖至修理厂的车辆方可申请此项服务，路华救援需在收到的客户车辆维修工时单后进行，并有权决定运返的方式。 5.5.5.5. 在修理厂放置并看管服务在修理厂放置并看管服务在修理厂放置并看管服务在修理厂放置并看管服务    如果客户车辆修理时间需 72 小时以上, 客户无法在修理现场进行实时监督，车辆修复时客户已经不在现场，路华将支付上限为 1500元人民币的暂存或托管费用。 经路华救援安排拖车拖至修理厂的车辆方可申请此项服务，路华救援需在收到的客户车辆维修工时单后进行。 6.6.6.6. 派送燃料服务派送燃料服务派送燃料服务派送燃料服务    如果客户车辆发生行驶途中燃油耗尽的情况，客户可以要求路华提供额量 25 升以内的燃料（燃料费由客户按照当日购买燃油的加油站的油价另行支付，燃料型号应符合起亚中国在用户手册中对燃料的规定）。 在因特殊情况无法提供桶装送油的城市中，采用拖车将客户车辆拖至距离最近的加油站进行燃油加注，并承担拖车的费用。 如果路华无法派送起亚中国在用户手册中规定使用的燃料，则路华应将车辆拖至可加注正确型号燃料的加油站。如果抛锚地点附近没有规定型号的燃料，而用户坚持使用其它型号的燃料，则用户应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承担责任。 7.7.7.7. 派锁匠服务派锁匠服务派锁匠服务派锁匠服务    如客户因车辆自锁或车钥匙落在车内无法进入车辆时，路华将派一名锁匠开锁。有关的人工及赴往出事地点的支出，均由路华承担。但开锁之后的后续修理费用由用户承担。 8.8.8.8. 寻找递送零部件服务寻找递送零部件服务寻找递送零部件服务寻找递送零部件服务    路华将负责找寻修理客户车辆必须的配件。如客户车辆所在起亚中国授权维修服务站无此配件，路华将负责承担从他处递送所需配件的费用。客户车辆必须的配件指从起亚中国授权维修服务站或者经销商处获得的原厂配件。此项服务仅限在中国大陆地区。 



9.9.9.9. 派送备用钥匙服务派送备用钥匙服务派送备用钥匙服务派送备用钥匙服务    车门钥匙或汽车钥匙丢失或落在他处时，客户可寻求路华快递其住所备用钥匙的服务（住所地址应告知路华救援的客服中心）为保护客户的权益，在提供该服务时需要客户出示其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若客户无法提供上述证件，则路华救援有权拒绝提供此项服务。 10.10.10.10. 客户车辆因抛锚需要长时间客户车辆因抛锚需要长时间客户车辆因抛锚需要长时间客户车辆因抛锚需要长时间维修而引起的安排住宿服务维修而引起的安排住宿服务维修而引起的安排住宿服务维修而引起的安排住宿服务    客户车辆因故障抛锚，根据下述修理及等待时间，客户可以选择相应的服务；如果车辆当天不能在抛锚地点进行修理，而修理时间依据该车辆厂商标准在 2 小时以上，路华将负责安排最多 3 晚住宿费用（5 星级饭店）。 对车主对车主对车主对车主（（（（或驾驶员或驾驶员或驾驶员或驾驶员））））及车上乘客的服务内容及车上乘客的服务内容及车上乘客的服务内容及车上乘客的服务内容（（（（客户居所城市客户居所城市客户居所城市客户居所城市 50505050 公里以外除香港公里以外除香港公里以外除香港公里以外除香港、、、、台湾台湾台湾台湾、、、、澳门的中澳门的中澳门的中澳门的中国所有地区国所有地区国所有地区国所有地区））））    10.10.10.10. 客户车辆因抛锚需要长时间维修而引起的安排住宿服务客户车辆因抛锚需要长时间维修而引起的安排住宿服务客户车辆因抛锚需要长时间维修而引起的安排住宿服务客户车辆因抛锚需要长时间维修而引起的安排住宿服务    如果客户车辆因故障抛锚，车辆无法在当天即 24 小时内完成修理，，而且维修工时依据车辆厂商标准在 2小时以上，路华将负责安排并承担最多 4 晚住宿费用（5 星级饭店）。 第 10 项服务于第 11 项服务为互斥服务，不可同时使用，如客户车辆的维修时间超过 24 小时，其可享受的权益为本协议第 11条服务规定。 11.11.11.11. 客户车辆因抛锚需要长时间维修而引起的帮助继续行程服务客户车辆因抛锚需要长时间维修而引起的帮助继续行程服务客户车辆因抛锚需要长时间维修而引起的帮助继续行程服务客户车辆因抛锚需要长时间维修而引起的帮助继续行程服务（（（（返回居所返回居所返回居所返回居所////前往目的地前往目的地前往目的地前往目的地））））    如果客户车辆因故障抛锚，车辆抛锚后 48 小时内不能得到修理，而且修理工时依据该车辆厂商标准在 6小时以上，客户可在以下服务项目中选择其中一种服务： 
• 提供客户最多 4 晚五星级酒店住宿 
• 送客户返回居所，运送方式视距离而定：50 公里以内，可乘出租车前往；50 公里至 500 公里，可乘火车软卧；超过 500 公里，可乘飞机前往（经济舱)。 
• 前往既定目的地的旅行费用（费用不得超过前述住宿费用）。运送方式视距离而定：50 公里以内，可乘出租车前往；50 公里至 500 公里，可乘火车软卧；超过 500 公里，可乘飞机前往（经济舱)。 12.12.12.12. 客户车辆因抛锚而引起的运送行李服务客户车辆因抛锚而引起的运送行李服务客户车辆因抛锚而引起的运送行李服务客户车辆因抛锚而引起的运送行李服务    如果客户车辆故障抛锚，当客户依前款被送至某处，路华救援将同样把客户或其他乘车人的行李送往此处（重量上限为 20 公斤每人）。此处所指行李是指所涉车辆中合法承载的行李。 13.13.13.13. 车主因居所发生灾难而发生的紧急旅行服务车主因居所发生灾难而发生的紧急旅行服务车主因居所发生灾难而发生的紧急旅行服务车主因居所发生灾难而发生的紧急旅行服务    当客户无法使用自有车辆，而客户住处，自有或租借的商务地点因失窃，失火，爆炸而遭受损害或处于可能进一步受损的危险状态，客户必须立即到场处理时，路华将支付客户的紧急返回费用。 客户必须提供造成出行中止需立即返回的事由证明文件（例如火警报告、警察局报告、保险公司报告）。 



14.14.14.14. 传递紧急口信服务传递紧急口信服务传递紧急口信服务传递紧急口信服务    路华救援负责传递与救援项目中所述有关的客户方的紧急信息。 对家属或乘客的服务对家属或乘客的服务对家属或乘客的服务对家属或乘客的服务    15.15.15.15. 信息咨询及预定服务信息咨询及预定服务信息咨询及预定服务信息咨询及预定服务    路华救援覆盖海内外网络中的众多酒店可供客户选择，并具有先进的房态管理系统和独特的保留房资源，在房源紧张时满足客户的需求。可提供国际范围内的统一预订服务，提供国内国际所有航线机票的查询和预订服务，复杂的行程由国际机票专家为客户设计，并提供机票的退改签服务。 16.16.16.16. 出行线路咨询服务出行线路咨询服务出行线路咨询服务出行线路咨询服务    路华救援应用先进的GPS电子地图系统，为客户进行出行线路设置服务，客户只需在出行前致电救援专线，即可得到包含详尽的出行线路的咨询和设置服务。该出行线路包含客户将行驶的街道，沿路的酒店，餐厅，景点等信息。客户可以选择通过电子邮件或普通邮件的方式进行路线图的接收。 17.17.17.17. 汽车定期保养维护提醒服务汽车定期保养维护提醒服务汽车定期保养维护提醒服务汽车定期保养维护提醒服务    通过起亚汽车数据库信息定期提醒客户做好车辆保养准备。 18.18.18.18. 事故现场紧急医疗救援服务事故现场紧急医疗救援服务事故现场紧急医疗救援服务事故现场紧急医疗救援服务    当客户驾驶其座驾发生交通事故时，路华救援根据事故处理的有关规定可以协助客户进行交通事故的处理，并提供有关事故法律咨询，并为客户提供免费的事故现场协助处理。路华救援不承担事故处理过程中产生的相关费用。 免责特例免责特例免责特例免责特例    客户需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及其他适用的中国大陆地区的法律法规。如客户存在以下任一情况或因违法而造成的需要救援服务，其服务需求将不被受理： 1111、、、、 当客户车辆的驾驶人员处于下列任一情况者当客户车辆的驾驶人员处于下列任一情况者当客户车辆的驾驶人员处于下列任一情况者当客户车辆的驾驶人员处于下列任一情况者：：：：    1） 处于醉酒状态中。如果客户的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超过交通法、机动车行驶法、道路安全法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的，则视为醉酒。 2） 当客户车辆驾驶人员处于毒品、毒物、非处方的麻醉剂的影响下。 3） 不具客户车辆类别应有的行驶证或相应证件（但车辆行驶证等证件未登记车主姓名的，不在此限），或行驶证等证件因违规而被吊销或吊扣的。 4） 当客户非法使用车辆的，如：违犯交通规则、超过 12个月未对车辆进行规定的保养、未按照汽车厂商用户手册中的规定正确使用车辆。 



5） 因客户或其委托的驾驶人员违规，而导致超员、运载物品或动物的重量、乘载或安排方式上的违规，并成为事故或损失的主要原因的。 6） 当客户车辆不具备应有的文件或证明（包括技术检验及强制性保险）或不符合法定的车辆运行公共道路交通的要求的。 7） 当客户车辆运载碳氢燃料、易燃易爆或有毒矿物质或其它物料造成损失的。 8） 当客户车辆作为救护车运载伤员或作为灵车运载死者的。 9） 当客户车辆所承载的行李未做良好包装或承载了易碎易腐的物品的。 10） 当客户车辆参加赛车比赛、体育运动、试车、训练或任何具有明显危险性的体育或娱乐等活动。 2222、、、、 当客户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当客户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当客户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当客户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时时时时，，，，路华对交通法规规定的用户车辆保险赔付范围内的项目不承路华对交通法规规定的用户车辆保险赔付范围内的项目不承路华对交通法规规定的用户车辆保险赔付范围内的项目不承路华对交通法规规定的用户车辆保险赔付范围内的项目不承担责任担责任担责任担责任。。。。    3333、、、、 服务对象仅限于非营运车辆服务对象仅限于非营运车辆服务对象仅限于非营运车辆服务对象仅限于非营运车辆。。。。公共交通工具公共交通工具公共交通工具公共交通工具（（（（出租车出租车出租车出租车、、、、公交车公交车公交车公交车）、）、）、）、以经营为目的使用的车以经营为目的使用的车以经营为目的使用的车以经营为目的使用的车辆辆辆辆、、、、租赁车和摩托车均不在服务对象之列租赁车和摩托车均不在服务对象之列租赁车和摩托车均不在服务对象之列租赁车和摩托车均不在服务对象之列。。。。    本条所述的免责特例内容应明确记载于《起亚道路救援服务用户指南》之中，在向客户交付指南时，应对免责特例予以特别提示。   24242424 小时小时小时小时 VIPVIPVIPVIP 道路救援服务给您带来以下便利道路救援服务给您带来以下便利道路救援服务给您带来以下便利道路救援服务给您带来以下便利：：：：    1. 客户在汽车发生故障后等待救援的时间被有效缩短。 2. 客户在中国大陆的任何地方均能享受到一天 24 小时，一年 365天的细致周到的服务。能够在全国任何一个角落享受同样高质的服务，甚至在西藏仍然能够提供优质的道路救援服务。 3. 客户在起亚汽车提供的服务限额内，无需在故障发生时支付任何款项，为客户带来更大的便利。 4. 客户的座驾不仅能得到稳妥地救援，客户自身以及随车乘客也能同样享受到各种应急救援服务。起亚汽车所提供的道路救援服务不仅仅对车的质量进行了保证，同时对车内的乘客也提供具有极大的极具人性化的保障措施（例如：安排五星级酒店住宿，和运送乘客回家等服务）。 5. 客户还将享受到一系列人性化的增值服务，为驾驶以外的生活带来更多的贴心服务。（如信息咨询，自驾游线路设定等服务）。 6. 起亚紧急道路救援服务使用专业道路救援公司提供的救援服务，让顾客享受到贵宾级服务体验。 7. 起亚汽车所建立的完善的客户数据库，确保客户的座驾能送回原经销商处进行修理。 8. 起亚汽车设立 24 小时呼叫中心，确保客户的投诉能被专业人员在 12 小时内及时有效的反馈及处理。 9. 起亚汽车通过先进的能够区分供应商等级的操作系统，确保客户能够得到该地区内最优秀的供应商的服务。 10. 起亚汽车所提供的道路救援服务不需要客户进行繁琐的登记手续，只需要拨打固定电话，报出底盘号，即可享受免费的道路救援服务，极为便利。 11. 起亚汽车用户可以享受到与法拉利、保时捷、宝马等高端车系同样的国际水准的道路救援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