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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0月中旬LA FESTA菲斯塔
正式上市以来，位于黑龙江中路199号
的青岛金阳光现代店就格外热闹，全新
靓丽的新车型再加上极其亲民的价格，
吸引了一波又一波消费者前来探店看
车。而在这样热销的“非常时期”，该店
的总经理黎明女士自然不会呆在办公
室里，热情亲和的她在展厅中央接待着
新老朋友，“这就是我的风格，‘服务’与
‘关怀’不是口头上说说，而是持之以恒
地做好、做细、做到位，让客户满意”。

服务高标准，价格接地气

作为一家非市区的4S店，金阳光店
却能占据北京现代在青销量的50%，其中
店内老客户转介绍占比50%。从2015年
至2017年，金阳光店连续三年获评山东
区域最佳销量贡献奖，完成了销量“三连
冠”。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黎明的诀
窍只有三个字“抓服务”，具体说来就是
“服务高标准，价格接地气”。
这首先体现在硬件上，金阳光店是

北京现代全国首家样板旗舰店，其投入
高达2000余万元，占地面积8500平方
米，拥有1200多平方米的超大展厅，此
外还包括高水准的维修车间、舒适温馨
的客休区、专门的交车区等，此外，北京
现代的全国培训中心也设在这里。
第二，高水准的服务细节。比如，金

阳光店离机场较近，其为车主提供免费
停车与机场接送服务，非常暖心；还有，
青岛市区的消费者如果到店保养维修

的话，金阳光店将提供过路过桥费。
第三，为客户谋“实惠”。客户到店

的第一感觉就是“礼”多，包括到店礼、
订车礼、随手礼、交车礼、介绍礼等；此
外，金阳光店还几乎每个月组织一次客
户答谢宴，地点就选在城阳区喜来登酒
店，客户可以带着家人来吃饭，并观看
表演、参与抽奖。
服务标准向豪华看齐，价格是不是

会很贵呢？恰恰相反，金阳光店的服务收
费相当实惠，“就拿大家都很关心的售后
保养来说吧，我们推出了3000元的5年保
养套餐，一年保养两次，五年保养十次，工
时、机油、机滤等全包括。”黎明告诉记者。

在金阳光买菲斯塔，实惠多多

在专访中，黎明不断提及菲斯塔的
重要性，“我们给菲斯塔的定位就是———
北京现代的最美轿跑”，确实，菲斯塔的
溜背造型非常帅气，而更“帅气”的则是
它的配置，黎明表示，菲斯塔定位于运动
型的A＋级轿车，它的主要竞争对手是
“神车”思域，而与思域相比，同等价格的
情况下，菲斯塔要多出价值两万多元的
配置，性价比非常高。另外值得一提的
是，北京现代还为购买菲斯塔的消费者
准备了多份大礼，包括购车两年免息，
5000元置换补贴，2000元商业险，以及
保值回购（一年以内的二手车，厂家以发
票价格九折回购）等，而在此基础上，金
阳光店继续“优惠加码”，老车主介绍朋
友在此购买包括菲斯塔在内的现代车
型，都可立即获赠500元加油卡。

□文/图 半岛记者 郑天钟

一汽奔腾青岛正道4S店正式开业
10月29日，一汽奔腾青岛正道4S

店在胶州市盛大开业。近百位受邀车
主、各界嘉宾共同出席了盛大的开业
典礼，现场人气高涨，热闹非凡。

精彩的表演拉开典礼的序幕，激情
的演唱和震撼的现代鼓也象征着青岛
正道未来发展的红红火火，随后，一汽
奔腾华中区域领导上台致辞祝贺青岛
正道的正式开业，对其发展送上了美好
祝愿。此外，开业现场还诞生了首批客
户，青岛正道专门为客户准备了盛大的
交车仪式，感谢他们对一汽奔腾的支
持。据悉，青岛正道是以一汽奔腾最新
服务标准打造的全新4S店，包括即将上
市的一汽奔腾T77在内的全系车型均在
店销售。该店将以“客户至上”为原则和
价值观，旨在为岛城消费者提供更为方
便、高效的购车、售后、维修等服务。

八家车企成立自律联盟
日前，长城汽车、奇瑞汽车、比亚

迪汽车、东风风神、华晨汽车、陆风汽
车、宝沃汽车、东南汽车等8家中国车
企在上海召开会议，决定正式成立“中
国汽车行业自律联盟”，并研究通过了
联盟章程和共同行动纲领。八家发起
单位决定在汽车行业主管部委和行业
机构的领导下，旗帜鲜明地反对“黑公
关”，拿起法律武器保护企业声誉和品
牌，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

[ 一周车市 ]服务有温度，细节见真心
专访北京现代青岛金阳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黎明

黎明女士非常重视金阳光现代店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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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有足够的农民耕种，一

方面是将贫瘠地区过剩之劳动力，迁
徙至土地相对富饶、又地广人稀之所
在，且开恳之土地“恳荒即为永业”、
“永不起科”，即所开恳的土地，永久
归个人所有，还不收田粮税。
其次是人口流动问题。既然流动

人口之大，已到了无法管束的地步，
形成了一种趋势，逆势自是不可取
的，索性就放开。
明朝户籍制度之改革，经历了一

个较长的过程。起先为附
籍，“各处逃逸人户，悉宥
其罪，许于所在官司附籍，
纳粮当差。（明英宗实录）”
相当于对流民的认可，不
再追责其罪，准其于所在
地临时居住。
后来又有寄籍，或是

客籍。正统元年，英宗允许
凡流移就食之民，只要是
在工作地居住时间久了，
就允许在其所居地占籍，
相当于认可了户籍迁移。
户籍的变动，势必带动科举制度

的改革，如明初，所有士子须回原籍
应试，户籍放开后，原来的科举制度
显然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
嘉靖年间，有位士子，名唤章礼，

原籍为浙江会稽（绍兴），其父是个师
爷，在京师某官员府里当差，因此举
家搬到了京师寄居。

是年章礼参加顺天府乡试，一举
夺得解元。解元乃是乡试头名，何等
风光，自然受到瞩目，其原籍为浙江
会稽之事，也被就披露了出来。
此消息不胫而走，顺天府本地人

得悉后，纷纷抗议。特别是那些考了
第二第三名的亚元、经魁，更是义愤

填膺，要不是那章礼，得解元的便是他
们了，因此均不约而同地去顺天府署门
口吵闹，要求官府给他们个公道。
也难怪，科举名次的一级之差，

所决定的命运可能是天壤之别，哪个
不为之激愤呢？
面对这般情况，顺天府尹也是措

手不及。事实上科举上的冒籍，在各
地已非常普遍，官府早已听之任之，
若非那章礼成绩突出，只怕也出不了
事。但如今事既已出了，官府也无法

漠视，那么该如何处理呢，
总不能把章礼的解元取消
了，打发原籍重考吧？
顺天府尹万般无奈之

下，只得将此事上报朝廷，
把这烫手的问题扔给了嘉
靖帝。
嘉靖帝倒是开明，只

一句话就把事情解决了，
他道：“天下皆我大明之秀
才，何以言冒！”
此话一出，顺天府那些

闹事的士子，心中难免不
快，然天下之士子，只怕都要拍手称快，
从此之后，异地科举便合法化了。
其三便是赋税问题。商业发达

了，农村种地者少了，原先的户籍制
度难以再约束百姓，农民入城后或从
商、或在商人处打工，农商混合，丁粮
没法按原来规定的缴纳，人都找不
到，如何催缴去？
此时，著名的一条鞭法出台了。

乃是嘉靖朝首辅张居正所创，并于全
国逐渐推广，历百余年，直至崇祯帝
时期，有些偏远贫困地区方才实施，
可见非是一刀切强行实行。

明日关注：其主要特点为，将丁粮改
作丁银，无论农商，一律折为实银缴纳。

这样又走了十几手，陈晓冬只有
进攻了。老人的行棋速度太快了，这
样走下去陈晓冬肯定空上要吃亏。一
旦攻入，接下去考验人的便是战斗力
量。行棋的路子还是要靠行棋的力量
来做后盾。陈晓冬不清楚老人的精力
能不能抗得住。
这时外面的门又响了一下。按说

进入了下棋的状态中是不会在意周
围的声音的。陈晓冬在火车上下棋，
车厢中的嘈杂声都影响不了他。只是
在这小岛上，周围太安静
了，声音显得特别地响。陈
晓冬转过身来看了看，没
见人进来，慢慢地外间有
收拾的动静，那声音是很
轻微的。老人还是眼盯着
棋盘，仿佛一点没有注意
到。老人的耳朵是不是有
点背？
那声音一直牵着陈晓

冬，让他无法想好进攻的
步数，老是落不下子来，他
很想去外面看一看到底是
什么动静。终于，有人进里屋了。陈晓
冬看到那是一个年龄大的女人，也是
瘦高个子。一眼看去，女人的脸上有
一种朦胧的美。一旦走近，发现女人
毕竟是老了，脸上皱纹不少。他想这
也许是女主人，可小陆没提到老人有
妻子啊。
陈晓冬觉得自己应该想到这里

不可能只老人一个人住，这里屋看上
去很干净，老人的衣服也是干干净净
的。这一切，连同岛上的种植都与这
女人的存在有关。
老妇人根本没有在意陈晓冬，她

的眼光直对着老头。
陈晓冬礼貌地想站起来。只见老

人依然对着棋盘，根本没朝进屋的女
人看一眼，也没向陈晓冬介绍她，只
顾朝陈晓冬手指朝下点点。
那意思是下棋。
老妇人走到右角，推开了又一扇

门。那里还隔着一个小房间。老妇人
进入那里面，便一点声音都没有了。
陈晓冬心静下来，鼓得满满的，他投
子往白棋空中去，寻求战斗。
然而一旦黑子投入进去，老人的

白棋便包围过来，不是直接接触，而
是远远地围着。陈晓冬争
着想出头，然而老人突然
又一步：飞！而且是朝天一
飞。
这一步飞，像是罩着

攻入的黑棋，但还是留着
了空隙，陈晓冬犹豫起
来：他到底如何争出去？
争高了会被切断后路，争
低了又无法脱身。陈晓冬
清楚没有把握的招数，往
往都是败棋的起始，希望
只是寄托在别人的错处

或低级水平上。他只有苦思着，觉得
老人下棋的水平确实比他高，还不
止高一点。从一开始老人便掌握着
局面。陈晓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
的情景，他还是想挣扎出这飞的阴
影。
陈晓冬想了半天还没下子。老人

突然咳了一声，于是喘起来。老人使
劲地压抑着，后来还是喘出声来。陈
晓冬开始感觉还沉在棋里，那里屋的
老妇人很快地走出来了。陈晓冬才发
现老人已躺在了躺椅上。

明日关注：老妇人端着碗在给他
喂药，喂一种绿汁水，似乎是岛上生
长的植物的新鲜绿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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