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11月15日 星期三10 怀川人物
JIAOZUO DAILY ■官方微博：@焦作日报(新浪、腾讯)■新闻热线：8797000■编辑：韩 飞│校对：张雪晖│组版：牛成文

2017年11月15日 星期三10 焦作车市
JIAOZUO DAILY

■官方微博：@焦作日报(新浪、腾讯)■新闻热线：8797000■统筹：聂会军■编辑：韩 飞│版式：汪 洋│校对：梁秋菊│组版：牛成文

■焦作车市智库：朱云豹 史芳伟 黄 磊 郭青松 李伍盈 陈 光 陈玉辉

本报记者 李洋洋

上周，本报 《车市维权在
线》栏目刊登了《新车买了快两
年 补贴为啥还没影》，报道市
民郭先生在市福港福特汽车4S店
买汽车，但当时承诺的公务员补
贴却迟迟不落实的情况。日前，
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市福港福特
汽车4S店市场部负责人郭世潇。

郭世潇表示，他是2016年才
到该店工作的。但在接到郭先生

的投诉后，就此问题联系到当时
的总经理杨利军。杨利军称，郭
先生购车时，该店的销售政策是
公务员购车送全车太阳膜，并没
有返现优惠。“当时，我们还多
送他一个保养套餐。”郭世潇
说，“这些在购车协议里都注明
了。”

据郭世潇介绍，由于公务员
补贴需要向厂家申报，等待期比
较长，为了节省消费者的时间，
也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麻烦，所
以他们往往都会出台送赠品的优

惠政策，而非返现政策。“这些
也是经验所得，因为以前我们没
少收到给客户返东西因为等待期
过长而引起的投诉。所以，我们
就不敢出这样返现金的政策。”
郭世潇说。

随后，记者就此事向与郭先
生一同买车的李先生进行咨询。
李先生的说法与郭先生一致，称
他们购车时，4S店的政策公务员
购车可享受 1000 元公务员补贴，
他们也向4S店递交了相关材料和
证明，而全车太阳膜是另外赠送

的。“如果当时他们说将公务员
补贴折成赠品，我们也没必要跟
他们扯皮到现在。”李先生说，

“我们就此问题先后找过 4S 店多
次，也打了福特汽车全国服务电
话，但至今也没有给个合理的说

法。”
据了解，郭先生和李先生认

为4S店是在扯皮，对于他们的投
诉并没有用心去处理。下一步，
他们将向消费者协会等相关部门
进行投诉。

《新车买了快两年 补贴为啥还没影》后续

4S店回应：当时的政策是送太阳膜，并非现金
另一投诉车主：当时说的是补贴，太阳膜是另外赠送

受全球多重经济因素的影响，经历2015年和2016年的狂飙突
进，伴随着购置税优惠幅度减少，中国汽车市场开始回归理性发展
轨道。这段时间，笔者发现我市几乎所有的汽车商家都在为应对市
场低迷，绞尽脑汁地谋划如何利用价格手段和营销举措来提升销
量。那么，什么才是决胜当下市场的法宝呢？笔者以为，商家应抓
住这次市场低迷的机会，苦练内功，提高服务的档次。服务能力，
决定着一个汽车品牌的竞争力。

今年上半年，中国汽车市场面临的挑战并不少。在全行业产业
链上下游努力下，中国车市能做到稳中有升，已属不易。今年上半
年，中国车市走势跌宕起伏：开年便是低迷走势，远远低于上年同
期水平。究其原因，一方面受大的经济环境影响；另一方面，则是
消费升级价格战不太灵光。纵观今年车市，原本集中在下半年出现
的“花式降价”，在今年上半年便陆续上演。其中，又以长城和长
安的“官降”最引人关注。最大的降价幅度出现在豪华车领域，只
要消费者敢买，汽车主机厂就敢送，送的可不是油卡和海外旅游，
直接就是10万元级的优惠。然而，今年上半年，“以价换量”的效
果大不如前。取得“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业绩的反而是那些不怎
么降价的汽车主机厂，比如奔驰和雷克萨斯，还有吉利、传祺和上
汽乘用车。归根结底，还是消费升级，日渐理性的中国消费者正在
追求高品质的新车，而不只是关注价格战。

针对车市现状，曾有业内人士对笔者说：“今年汽车企业营销
困局已不单单是车辆的销售问题，而是涉及企业价值链全部环节。
价值链营销要求企业重视渠道建设与渠道价值维护。降低成本、提
高经销商竞争力，已经成为汽车企业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汽车
经销商如何应对低迷的国内车市？大环境下，经销商的日子越来越
难过，这也近乎是各种汽车行业论坛和经销商会议上人们谈论的问
题。目前，国内经销商面临最严重的问题是，大多数经销商无法在
新车销售环节中盈利。在此情况下，想要安然度过车市低潮期甚至
有所提升，最急需的就是业务转型。那么，车企该如何转型？简单
来说，就是放弃以销售新车为主的盈利方式，转为注重提升自身的
内部运营效率，同时提升内部流程的精细化和管控能力。

我们看到，面对销售的不景气，各大汽车厂商已经开始大打服
务牌，争夺市场。不同的汽车品牌推出的服务内容各不相同，但服
务的形式并不仅仅是给消费者带来实惠，重要的是对客户的售后服
务，变为主动式的关怀。除了老品牌为维护客户绞尽脑汁，一些新
品牌也开始为拉拢客户煞费苦心。一位经销商告诉笔者，作为一个
新的品牌，大部分的客户还没出保修期，但为了保留客户，还是推
出免费检测的项目，并在检测项目上加点特殊的服务内容。经销商
重视服务内容，加强服务水平，无非是为了应对整车销售利润下滑
所进行的市场策略转变。而服务也作为企业销售产品独特的增值内
容，被广大消费者所接受，为企业留住客户，也留住利润的源泉，
成为生存下去的关键。

面对眼下车市形势，很多4S店已经开始自发地内部培训，提升
管理水平。过去，是靠销售养活4S店；现在，已经变成靠服务抓住
消费者。因为，如今消费者的眼光已经不仅盯在购车成本上，汽车
企业的维修网点数量、服务质量、配件价格等因素也成为消费者最
重视的因素。有关人士预测，中国车市将步入缓慢发展阶段，是致
力提高销量还是做好售后服务？如
何把握二者的平衡关系，将成为中
国车商目前面临的一大问题。正是
那些不光重视销售、更加重视服务
的企业，才能得到迅猛发展。

服务能力，决定车市竞争力
□识途马

本报讯 11月13日，多氟多公
司发布公告，近日与知豆电动汽车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知豆汽车） 签
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根据协议，多氟多公司战略入
股知豆汽车，具体入股比例及相关
事项由公司战略投资部专项谈判。
知豆汽车在电池总成的采购上，多
氟多公司给予知豆汽车最优惠条
件。同等情况下，知豆汽车应优先
采购公司控股子公司焦作新能源生
产的产品，采购金额占年度总采购
金额的比例不低于40%。

为促进双方业务，多氟多公司
及关联方承诺向知豆汽车每年购买
不低于1万辆安装多氟多电池的新
能源汽车；知豆汽车承诺以市场最
优惠条件销售车辆；开放合肥、焦
作、邢台、烟台等城市的代理权；
多氟多公司及多氟多公司关联方有
权在协商区域内使用知豆汽车推广
共享汽车等相关业务。

此外，为保证车辆的良好运
营，更好地服务知豆汽车的运行，
对多氟多公司全面开放关于知豆汽
车使用多氟多电池运行的全面数据

（包括但不限于）：按照通信协议，
把电池相关数据实时传输到多氟多
公司电池监控平台，包括车辆相关
信息 （车型、VIN、电池编号、生
产/销售日期、车主信息、维修保养
记录）、电池的电压、电流、SOC、
充放电状态/次数、行驶里程等。

多氟多公司表示，与知豆汽车
建立战略合作，对公司进一步拓展
电动汽车领域的产品与市场有着积
极的意义。通过合作，促进双方在
新能源领域的协同发展。

(焦智金)

多氟多公司拟入股知豆汽车

本报讯（记者李洋洋） 11 月 9
日，汉腾汽车焦作万驰达4S店高朋
满座、嘉宾云集，共同见证汉腾汽
车焦作万驰达4S店开业盛事。

据了解，汉腾汽车有限公司是
一家全新的以传统汽车、新能源汽
车和关键汽车零部件的研发、生
产、销售为核心业务的民营整车制
造 企 业 ， 主 打 产 品 包 含 SUV 和
MPV 等乘用车型。焦作万驰达 4S
店是汉腾汽车在焦作独家授权的专

营店，是集整车销售、售后服务、
配件供应、信息反馈等多位一体的
综合性汽车销售服务企业。

开业当天，汉腾汽车旗下第二
款车型——汉腾 X5 也在现场同步
上市。新车分别搭载1.5L和1.5T两
款动力，共发布6款车型,售价区间
为5.98万元至10.68万元。

定位于“新生代品智SUV”的
汉腾 X5，在其吸引人的高颜值之
外，更具有众多炫酷的智能科技配

置。其中，被归纳为“七大独有，
八大领先”的智能科技配置系统，
全方位地为驾乘者带来更加便捷、
舒适、安全的用车体验，也成为打
动年轻消费者的利器。

为了让消费者买车用车没有后
顾之忧，汉腾汽车还推出“只换不
修”“养车无忧”两大服务政策,以
领先升级的服务政策为消费者打造
百分百满意的服务体验,努力以卓越
的产品实力“造国人喜爱的好车”。

汉腾汽车焦作万驰达4S店盛装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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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CCTV2、CCTV4在黄金时段同步播出了这样的画面：
从清代到当代，八代“怀山堂”传承人穿越245年时空集体亮相。他
们身着传统服装，或轻摇竹篦，抖落白若珍珠的怀山药片；或手捧

《本草纲目》，细究怀山药药理；又或用木铲翻动锅里乾坤，运用古法
精心炮制怀山药。

精美的画面、动人的故事，让全国乃至全世界观众领略到焦作怀
山药的魅力，感受到河南百年老字号——“怀山堂”所释放的产业活
力。

重锤落地。此刻，这一切的策划者、焦作怀药产业的领航者、
“怀山堂”第八代传人康明轩面露会心的微笑。

从1989年到2017年，从一亩实验田到怀药国标的起草者之一、从
产品单一的怀药种植基地到拥有 5 大系列 40 余种怀药产品的上市企
业、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品牌到享誉全国的特色文化品牌，康明
轩致力焦作怀药产业发展29年。

屏幕上，历代“怀山堂”传承人穿越时空，世纪相会；屏幕下，
新一代怀商康明轩心装产业发展，有了更加高远的使命。

续写百年老字号传奇的新怀商

2016 年 11 月，“怀山堂”正式登
陆“新三板”，成为中国山药第一股。
2017年6月，“怀山堂”又与央视达成
战略合作协议，重投1.5亿元资金霸屏
央视黄金段。一连串的大动作，将河
南百年老字号——“怀山堂”再次推
向发展巅峰。

更令人惊叹的是，245 年来，康
家八代传承人为传承怀药文化不改初
心，这在中国商界甚为罕见，确实难
得。

明 清 两 代 ， 河 南 巨 富 家 族 当
属 ——河洛康家，人称“康百万”，
又称“中原活财神”，慈禧曾赐“神州

传承文脉
康家八代人245年不改初心

200 多年前，康家先辈把焦作怀
药文化做到了紫禁城。200 多年后的
今天，康明轩要将焦作怀药文化推向
全世界。这注定，今日之“怀山堂”
将走向更加富有传奇色彩的创业之旅。

2008 年 9 月 8 日，是值得“怀山
堂”载入发展史册的一天。

这天，天公作美，连续多日的阴
雨天气突然云开雨收。时任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
胡锦涛走进了“怀山堂”标准化种植
基地。康明轩难掩激动的心情。当他
向贵宾们汇报，目前，他们正以“公
司＋品牌＋农户”的合作模式发展怀
药产业、带领当地农民共同致富时，
胡锦涛高兴地说：“这个产业模式很

好，也很有特色，一定要把它做好。”
这次历史性的考察让温县怀山药

名声大噪，“怀山堂”也随即赢来难得
的发展机遇。此时，康明轩明白：是
创新，让“怀山堂”枯木逢春，把握
住了机遇。

从品种到品牌、从农业到产业，
“怀山堂”的成长之路是一条从传统农
业向现代化农业产业转变的创新之路。

得黄河、沁河、济水之利，温县
自古以来都是中原粮仓。夏朝时，温
麦是贡品。明清时，温县所产“四大
怀药”被全国各大药商争相采购。到
了当代，温县又是全国第一个吨粮县。

立品牌、创产业。这是康明轩不
变的经营理念。创业伊始，他不走寻

续写传奇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新怀商

昔日百年老字号，今朝健康新品
牌。这是关于“怀山堂”的第一则故事。

昔日百年真贡品，今入寻常百姓
家。这是关于“怀山堂”的第二则故事。

昔日怀商创大业，今日怀商续传
奇。这是关于“怀山堂”的第三则故事。

……
主讲人是康明轩，主题是寻找焦

作怀药产业发展的突破口。
在“健康中国”的指引下，“怀山

堂”似乎有讲不完的故事，而且还将
奉献更多的好故事。

2016 年 12 月 9 日，首届 （2016）
健康文化创意产业大会在北京隆重召
开。大会推荐“怀山堂”是创意品
牌、有故事品牌。在大会上，康明轩
说，作为百年老字号，在传承和发扬
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怀山堂”将不
断创新，助力中国健康产业。

2017年3月16日至19日，首届中
国(青岛)国际健康产业博览会在青岛

国际博览中心成功举办。“怀山堂”作
为最具中国养生文化特色的“养生国
贡”，在展会现场人气火爆，受到来自
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国际健
康产业负责人的青睐。

站在新起点，“怀山堂”开启了新
征程。

康明轩心中装着“怀山堂梦”。他
希望，建设中原最大的山药种植加工
和科技研发以及养生基地，让每个人
都能享受到怀药带来的健康养生服
务。建设一座怀药文化博物馆，记录
和传承千年怀药文化，让怀药产业实
现腾飞。

叫响品牌
听“怀山堂”讲述怀药好故事

甲富康百万”。康明轩就是这个家族的
第十八代后裔。

清乾隆 38 年，为拓展商业领域，
“康百万”家族中的康玉生举家渡过黄
河，迁往当时的怀药种植基地——怀
庆府温县西南冷村 （现温县北冷乡西
南冷村），开始从事怀药种植及加工贸
易。

雄厚的资金流，先进的管理理
念，独特的加工技艺，使康家怀药迅
速打开市场。1773年，康玉生之子康
进禄创“怀山堂”品牌，把生意做到
了北京、河北、山东、湖北、湖南、
广东等地，并在各地建立分号，“恒昌
德”“霖兴久”等怀药知名商号都是

“怀山堂”旗下分号。“怀山堂”产品
也已作为皇室贡品，进入了紫禁城。

在浩浩荡荡的豫商大军中，明清
怀商的崛起是段传奇。而在充满传奇
色彩的怀商中，“怀山堂”是一朵绽放
的奇葩。

谁也难挡风云诡谲的历史，“怀山
堂”自然如此。到了康明轩祖父、父
亲这代，除了康家人，已鲜有外人提
及“怀山堂”了。不过，仍有许多康

家人在运用“怀山堂”传统技艺炮制
怀山药，以此养家糊口。父辈们时常
向年少的康明轩讲起“怀山堂”的文
化精髓——《留余》。

“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
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
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
福以还子孙。”这是康家家训，这是

“怀山堂”的经商秘诀，这也是“怀山
堂”留给当今商业文化的宝贵财富。

从小耳濡目染，青年康明轩誓要
续写“怀山堂”传奇的梦想已不再是
梦想。

1989年，20岁的康明轩踏上了复
兴“怀山堂”的征程。

从几亩薄田到良田万顷、从一个
无名的小公司到远近闻名的上市企
业、从生产单一的怀药产品到拥有一
批市场前景广阔的系列产品，康明轩
把康家的“怀山堂”做成了中国的

“怀山堂”。
“复兴‘怀山堂’是我的心愿，也

是许多关心焦作怀药产业发展人们的
共同期盼。”康明轩一番话，道出了康
家八代人245年来不变的初心。

常路，依托互联网，用7 种国家语言
向世界播报温县怀药文化。与温县农
科所合作，对温县当地原有的怀山药
品种进行改良，培育出人们所熟悉的

“铁棍山药”，并注册商标予以保护。
为做好产品包装，康明轩专门聘

请中央美院的教授设计产品包装，给
山药产品穿上了漂亮的“衣裳”，使之
成为令人赏心悦目的礼品，产品畅销
全国各地。

靠科技、赢未来。这是“怀山
堂”在市场上攻城略地的法宝。与始
终保持传统技艺的传承人不同，康明
轩认为传统的怀山药炮制技艺应当改
良，更好地服务当代人的健康生活。
于是，创业之初，他便研制出新的加
工工艺。这项获得国家专利的新工
艺，在继承以往传统方法优点的同
时，去其损减营养成分之弊，可保留
山药营养成分达93%以上。

2005年3月，“怀山堂”通过了美
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注册认
证；2005年4月，“怀山堂”1000亩种
植试验基地被中国标准化委员会、河
南省技术监督局评为GAP标准化示范
基地；2005年9月，“怀山堂”的伟康
铁棍牌山药被国家知识产权局评为中
国专利20年优秀成果展金奖；2006年
8月，“怀山堂”参与“四大怀药”国
家标准制定。

靠科技，提升传统产业，使“怀
山堂”拥有了核心竞争力。目前，“怀
山堂”已相继开发了铁棍山药粉、铁
棍怀山粉、铁棍怀山复合粉、即食山
药、青春源软胶囊等五大系列40多种
怀药滋补品，稳固了市场地位。

凭智慧与胆识，怀商在豫商中脱
颖而出。康明轩将怀商的商业精神升
华，靠创新与理念把握未来。

——记“怀山堂”第八代传人康明轩

康明轩在工作中。 （本报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