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零跑 T03 车主权益告知书 

鉴于您已与浙江零跑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或其关联公司或其指定第三方（以下简称“零跑

汽车”）签署了一份《零跑汽车购买协议》，并将按照该协议的条款和条件，购买一辆零跑

品牌电动汽车 T03（以下简称“T03”），自您的 T03 交付之日起，您的 T03 将享有本告知书

载明权益： 

零忧加电 

一、便携式充电抢 

零跑汽车将为 T03 车主免费提供一个指定型号和规格的便携式充电枪。 

特别说明： 

a. 由零跑汽车免费提供的便携式充电枪不支持全部或部分折现，非质量问题不支持退换

货； 

b. 与零跑汽车有其他书面约定不享受免费充电设备的，按照书面约定的相关条款执行。 

 

二、紧急亏电救援服务 

您所购买的零跑 T03 在整车质保期内（自开具购车发票之日起算），在使用过程中因非

人为原因导致的动力电池亏电，而造成车辆无法行驶等情况，零跑汽车将通过免费现场快

充或拖车到就近的充电站或零跑汽车服务中心或零跑汽车授权服务店解决车辆用电需求。 

特别说明： 

a. 以上救援服务范围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

台湾地区），服务方式由零跑汽车依据当地资源情况决定； 

b. 如提供现场快充服务，提供的电量仅保证车主自行前往就近充电桩，非满额电量； 

c. 针对零跑汽车提供的亏电救援服务，在未证明该救援方案无效或不当的情况下车主要

求进行方案调整的（包括但不限于车主要求更换拖车终点），超出费用部分需车主自行

承担； 

d. 亏电救援涉及特殊路段救援（包括但不限于高速、景区、隧道、桥梁等依据交通管理法

规救援车辆可能无法达到的地方）服务时，由车主直接联系当地交警或政府指定的拖

车服务实体（“第三方救援服务实体”），将车辆拖送至指定地点，后续再由零跑汽车指

定的道路救援服务商将车辆拖送至就近的充电站或零跑汽车服务中心或零跑汽车授权

服务店。其中，救援服务过程中产生的停车费、等候费、路桥费需由车主承担。 



 

除外情形： 

a. T03 的驾驶人存在酒驾、毒驾等违法行为或参与其他违法犯罪行为的； 

b. 经零跑汽车服务中心或零跑汽车授权服务店技术判定为人为（包括车主忘充电）引起

的车辆亏电； 

c. 因车主未按照《T03 用户手册》、《T03 保修保养手册》中的相关规定正确使用、维护、

保管、修理、保养车辆而导致的频繁亏电； 

d. 对于任何由于不可抗力事件导致救援服务无法提供的，零跑汽车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不可抗力事件包括但不限于自然灾害、战争、暴乱、叛乱、政治示威、抢劫、罢工、

停工、军事或反恐行动等。零跑汽车将在不可抗力事件消除后继续提供亏电救援服务； 

e. 法律法规规定的可不予提供道路救援服务的其他情形。 

终止情形： 

a. 车辆所有权发生变更； 

b. T03 被用于特殊使用条件或使用目的，如出租或其他运营目的、比赛竞技、表演娱乐、

试验、军事行动、征用等； 

c. 紧急亏电救援服务并非用于权益设定之目的或有理由推定与权益设定目的相悖。 

 

三、到店免费充电 

零跑汽车服务中心或零跑汽车授权服务店将配备充电设施。当 T03 到店进行保养、维

修时，零跑汽车服务中心或零跑汽车授权服务店将为车主车辆提供免费的充电服务。 

特别说明： 

零跑汽车服务中心或零跑汽车授权服务店将依据充电设备资源情况提供免费充电服务，

充电设备被占用或用于其他车辆维修充电可能导致充电等待或未充满电的情况。 

除外情形： 

a. 非用于本 T03 车辆充电使用； 

b. 对于任何由于突发或不可抗力事件导致本项服务无法提供的，零跑汽车不应承担任何

责任。不可抗力事件包括但不限于电路故障或停电导致的充电设施无法使用、自然灾害、

战争、暴乱、叛乱、政治示威、抢劫、罢工、停工、军事或反恐行动等。零跑汽车将在

不可抗力事件消除后继续提供到店免费充电服务。 

 

四、目的地充电 



 

针对部分车主的充电服务需求，或在公共充电服务网络无法满足情况下，零跑汽车将根

据车主需求提供如下的指定目的地充电解决方案： 

1、指定目的地专属充电桩安装：指定目的地满足充电桩安装条件之后，零跑汽车将进

行配套充电解决方案。该方案如产生充电桩的购买、安装等费用需要车主自行承担； 

2、申请公桩，付费充电：车主可以向零跑汽车客户中心提出公共场地建桩建议，由零

跑汽车与合作第三方充电桩运营公司进行建桩评估，评估通过情况下，将由第三方充电桩运

营公司负责投资建桩，此类充电桩一般对外运营，后续车主可付费充电，提升充电便利性。 

 

零忧服务 

一、质保服务 

您所购买的零跑 T03 自开具购车发票之日起，在质保期内，因设计、原材料、制造工艺、

零部件质量等车辆本身质量问题引起的故障，经零跑汽车鉴定后，为车主提供免费的售后质

量担保服务，包括免费的维护、修理或更换零部件。 

 关于质保期的说明： 

非营运车：整车质保期为 3 年或 12 万公里（以先到者为准），三电系统质保期为 8 年或 15

万公里（以先到者为准）。非营运车实际被用于出租或其他运营目的的，整车质保期为 1 年

或 12 万公里（以先到者为准），三电系统质保期为 8 年或 12 万公里（以先到者为准）； 

营运车：整车质保期为 1 年或 12 万公里（以先到者为准），三电系统质保期为 8 年或 12 万

公里（以先到者为准）。 

实施细则： 

a. 在零跑汽车为车辆提供质保服务的过程中，被免费更换的零部件应归零跑汽车所有； 

b. 经零跑汽车更换并装配的零跑汽车原厂备件的质保服务亦应以《T03 保修保养手册》中

的有关规定为准； 

c. 零跑汽车可以要求车主在车辆接受质保服务时提供车辆的购车发票及行驶证等有效文

件和资料。如果车主拒绝或无法提供相关文件或资料，零跑汽车有权暂不提供质保服务； 

d. 与零跑汽车有其他书面约定的车辆维修服务，将按照书面约定的相关条款执行。 

除外情形：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在质保期内，质保服务范围不包含以下任何内容：  

a. 车辆或零部件的正常磨损、损耗、正常老化等； 



 

b. 未伴随更换缺陷零件的必要保养作业项目； 

c. 因车主未按照《T03 用户手册》、《T03 保修保养手册》中的相关规定正确使用、维护、

保管、修理、保养车辆而造成损坏的； 

d. 《T03 用户手册》、《T03 保修保养手册》中明示不得改装、调整、拆卸，但车主自行改

装、调整、拆卸而造成损坏的； 

e. 发生产品质量问题，车主自行处置不当而造成损坏的； 

f. T03 被用于特殊目的，如表演、试验、竞技等目的造成的损坏或用于非法用途的；  

g. 因事故（非产品质量问题导致事故）、超载、涉水、外部火灾或爆炸等造成的损坏； 

h. 由未获得零跑汽车授权的个人或实体进行的任何维修（包括改造改装等）及其所导致的

车辆损坏，包括但不限于因前述个人或实体使用非零跑汽车原厂备件而造成车辆损坏

的； 

i. 因车主、车辆使用人或任何第三方之不适当或犯罪行为（如故意破坏、非法闯入、盗抢

等）而导致车辆损坏的； 

j. 因不可抗因素导致的损坏，包括但不限于自然灾害、大气中的化学气体等； 

k. 车主所购家用汽车产品已被书面告知存在瑕疵的,就本瑕疵不享受保修服务； 

l. 其他非产品质量导致的损坏或按照法律法规规定不应当由零跑汽车承担保修责任的情

形。 

本质保说明有任何未尽事宜，零跑汽车将参照《T03 用户手册》、《T03 保修保养手册》

或法律法规之规定予以处理。 

 

二、优享流量 

您所购买的 T03 被成功激活后，即可免费享受基础流量终身 1G/月，娱乐流量首年 1G/

月的权益。基础流量包含系统传输（含远程车辆控制）及系统 OTA 升级等服务消耗的流量，

娱乐流量包含音乐、导航、微信语音互动等娱乐类的服务。 

特别说明： 

a. 如车机流量连续 90 天未使用，将暂停车机基础流量及娱乐流量服务，如需再次开通，

可致电零跑汽车客户中心; 

b. 因 T03 车辆出厂前会进行流量相关测试并消耗一部分流量，所以当车主提车并激活车

辆后，当月流量可能已有一定的消耗，属于正常范围。次月开始至 T03 被成功激活 1 年

内，流量将按常规 1G 显示； 



 

c. 零跑汽车提供的车联信息服务的效率及质量可能会受到某些不可控因素的影响，如天气、

山地、高楼、隧道、政府行为、战争、暴动、罢工、车辆电气系统的设计及构造、车内

重要部件损坏、市政停电、公用设施损坏、运营商政策变动、通讯网络无法使用、行车

事故、网络拥堵、黒客攻击等。由于前述不可控因素导致的车联信息娱乐服务的延误或

中断，零跑汽车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d. 车联信息服务中的部分服务内容将由第三方提供。由于第三方的原因导致该项服务的范

围、质量等发生变化，或由于第三方的原因导致该项服务应用异常或不能使用或中止/

终止，零跑汽车将尽合理努力继续提供同等服务，但对此产生的损失不承担任何责任； 

e. 在 T03 上自行安装任何硬件设备，或者对 T03 进行任何改装或改造，或者自行对车载

终端软件进行任何修改，将可能导致零跑汽车提供的车联信息娱乐服务无法正常运行，

对此产生的损失零跑汽车将不承担任何责任。 

终止情形： 

a. 车辆所有权发生变更； 

b. 车辆报废、灭失或达到国家法律法规强制报废标准； 

c. 本权益并非用于权益设定之目的或有理由推定与权益设定目的相悖。 

 

三、免费保养服务 

您所购买的零跑 T03 自开具购车发票之日起，可享受首次免费保养服务。首次保养在

3 个月或 3,000 公里（以先到者为准）内进行，保养内容为《T03 保修保养手册》中规定的

定期保养项目。 

特别说明： 

a. 车辆未在 3 个月或 3000 公里（以先到者为准）内到零跑汽车服务中心或零跑汽车授权

服务店实施首次免费保养的，则视为自动放弃该等权益； 

b. 本权益仅限本 T03 车辆使用，不可转让至其他车辆使用，也不可折现； 

c. 本权益仅限在零跑汽车服务中心或零跑汽车授权服务店开展免费保养工作有效。 

 

四、移动服务车上门服务 

您所购买的 T03 自开具购车发票之日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香港特别行政

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出现需要更换轮胎、电瓶、雨刮、后视镜、大灯外壳等

不涉及车辆举升的故障，且经零跑汽车服务中心或零跑汽车授权服务店技术人员初步判定



 

可以现场维修解决的，车主可以向就近的零跑汽车服务中心或零跑汽车授权服务店申请移

动服务车的上门提供故障处理及部分零部件更换服务。零跑汽车服务中心或零跑汽车授权

服务店将依据救援设备及人员等情况进行移动服务车的安排。 

特别说明： 

a. 满足上述规定，以及符合免费道路救援或终身免费亏电紧急救援服务范围内的项目，且

在移动服务车技术能力范围内的，服务中心将免费提供移动服务车的上门服务，其他情

况下车主申请的移动服务车的上门服务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费用； 

b. 上门服务过程中涉及的备件拆卸或更换，相应的备件费和工时费用需车主自行承担； 

c. 因移动服务车服务能力有限或其他主客观原因，若发生现场维修不成功的情况，需将车

辆送回零跑汽车服务中心或零跑汽车授权服务店进行维修。 

终止情形： 

a. 车辆报废、灭失或达到国家法律法规强制报废标准； 

b. 移动服务车上门服务并非用于权益设定之目的或有理由推定与权益设定目的相悖。 

 

五、代步服务 

您所购买的 T03 自开具购车发票之日起，在整车质保期内，车辆因产品质量问题引起的

维修等待且维修等待超过 5 天，零跑汽车服务中心或零跑汽车授权服务店将从第六天开始

提供代步车服务或代步交通补偿服务（以下统称为“代步服务”），直至车辆维修完毕通知车

主取车当天，不足一天按 1 天计算。   

特别说明： 代步交通补偿由车主依据打车或租车发票在车辆维修完毕后到零跑汽车服务中

心或零跑汽车授权服务店进行实报实销，且单日报销最高金额不超过 80 元； 

除外情形：经零跑汽车服务中心或零跑汽车授权服务店判定维修车辆不符合保修申请条件

的。 

终止情形：车辆使用年限自开具购车发票之日起超过质保期限，关于质保期限的说明以《T03

保修保养手册》中的规定为准。 

 

 

敬请注意： 

a. 零跑汽车可能会不时对某项权益进行调整，有任何更新，应以零跑汽车不时更新并发布的最

新版本为准，有任何疑问请拨打零跑汽车客户中心 400-008-1234 进行咨询； 



 

b. 当出现法律法规、本告知书中规定的零跑 T03 车主权益应当终止的情形时，您及您的 T03

将无法再享有零跑 T03 车主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