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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2018海报集团金秋车展

■ 本报记者 陈雪怡

2018海南日报报业集团金秋车展
（以下简称海报集团金秋车展），9月6
日至9日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海报集团金秋车展历来是海南汽车市
场金九银十中最大的舞台，今年车展
更是不止于新、不止于多、不止于惠，
旨在为参展车商打造一个“舒心给力”
的售车平台，为消费者打造一个“诚信
无忧”的购车平台。

不止于新
多款新车集中亮相

海报集团金秋车展的“铁粉”吴
泽的观展目标很明确：“看新能源汽
车去！”

随着新能源汽车销售逐步升温，
各大品牌新能源车型扎堆发布。今年
海报集团金秋车展期间，各大品牌车
商将推出并展示各自高性价比的新能
源优质车型，包括东风日产推出的首
款纯电动车型，东风悦达起亚推出的
首款混合动力车型。奇瑞、传祺、荣威
等品牌旗下的多款新能源汽车也将在
此次车展上亮相，成为一道亮丽的绿
色风景线。

此外，还有宝马X1插电式混合动
力车型、全新宝马5系插电式混合动
力车型，以及世界豪华车和商用车制
造巨头德国戴姆勒和中国新能源汽车
领军企业比亚迪联手合作推出的腾势
500纯电动汽车，以500公里超长续航
为消费者开启高品质生活，采用比亚
迪领先的三电技术，搭载的电池容量

升级至 70 千瓦时，百公里能耗仅为
15.9千瓦时。

海报集团金秋车展历来都是各大车
商展示自己技术实力以及展示自己产品
的舞台。“于7月30日在深圳正式上市
的一汽-大众首款SUV——T-ROC探
歌，也将在车展上亮相，消费者可以到现
场亲身感受。”海南博众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一汽大众）相关负责人介绍，除了全
系标配的实用配置、价值感十足的越级
配置和丰富多样的选装包外，大众先进、
成熟的MQB A1模块化平台的使用，
不仅为T-ROC探歌带来了全新的设
计，更使其拥有令人惊喜的空间、极致的
操控、越级的配置和至高的安全，赋予了
T-ROC探歌重新定义紧凑级SUV市
场的实力。

在海报集团金秋车展上，车友们可

以尽情一览各大汽车品牌最新车型，包
括领克汽车第二款车型高能轿跑SUV
领克02，以及英菲尼迪豪华SUV全新
QX50、豪华轿跑Q60 2019车型等符
合国六排放标准的车型也将在此次车
展上展出。

不止于多
人多车多看点多

品牌众多、优惠颇丰、购车方便、活
动丰富、人气火热……“铁粉”吴泽掰着
指头给海南日报记者数他给海报集团
金秋车展总结的特点。

的确，每年海报集团金秋车展都成
了众多品牌汽车斗艳的舞台。9月5
日，海南日报记者在车展开幕前夕探营
了解到，在开幕式大厅，车友们可以欣

赏玛莎拉蒂、奔驰、奥迪、MINI、雷克萨
斯、凯迪拉克、英菲尼迪、领克等汽车品
牌；在A馆，将展示宝马、林肯、沃尔沃、
讴歌、雷诺、一汽大众、宝沃汽车、
WEY、DS等汽车品牌；在B馆，则有郑
州日产、比速汽车、众泰、吉利、哈弗、名
爵、启辰、广汽传祺、荣威、一汽丰田、上
汽大通、比亚迪汽车、东风风神、奇瑞汽
车、北汽绅宝、奇瑞新能源、斯柯达、风
行汽车、东风雪铁龙、北汽幻速等汽车
品牌；在C馆，还将展示东风日产、东风
悦达起亚、广汽丰田、长安汽车、上汽大
众、吉普汽车、别克、北京现代、东风本
田、广汽本田、广汽三菱、雪佛兰、东风
标致、长安马自达、一汽马自达、福特和
南星奔驰等汽车品牌和汽车经销商车
辆。此外，北汽威旺、东南汽车、海马汽
车、众泰大迈、黄海皮卡等汽车品牌也

将在此次车展上展出。
每年海报集团金秋车展上，人多

车多看点也多。和上百款车型一同亮
相的，还有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海
报集团金秋车展开幕汇演、百变领
show汽车模特大赛、世界名车鉴赏
会、购车优惠“大放价”、“观车展、看豪
车、赢大奖”门票大抽奖、车辆拍卖会
等，以及高档车专区、机车展区、房车
展区、功能车展区、改装车展区等，都
是2018海报集团金秋车展将推出的
相关活动和展区。

据了解，海报集团金秋车展启用
了海南国际会展中心A、B、C馆及开
幕式大厅共4个展馆，参展总面积约5
万平方米，目前相关展馆和展位已经
全部排满。

（本报海口9月5日讯）

海报集团金秋车展今日开幕

不止于新 不止于多 不止于惠

时间：9月6日至9日每天16时30分

特等奖奖品(每天1个)：欧洲双人游
一等奖奖品(每天3个)：电视机、平衡车、台湾单人游
二等奖奖品(每天5个)：苹果平板电脑
三等奖奖品：大闸蟹礼盒
四等奖奖品：车载冰箱、烤箱
五等奖奖品：电源礼盒
六等奖奖品：红妆美容代金券
七等奖奖品：临歌枣酿等奖项及相应奖品

9月6日至9日期间，可搭乘免费班车前往海
南国际会展中心参加2018海报集团金秋车展，4
条免费班车线路的起点分别为海南大学东门、万
绿园、国兴大润发、龙昆南路和信广场，每天最早
一班9时发车

部分车型优惠

东风标致
现场购买指定车型可享全额购置税补贴，至高享受24期0利率，现场购车还可享订车好礼等
马自达
推出八重大礼
关注礼：现场扫描二维码赠送精美礼品一份
金融礼：购车享受高达3年0利率
置换礼：以旧换新享置换补贴高达8000元，以及补贴礼、订车礼、安全礼、尊享礼、保养礼等
奇瑞
推出超值大礼包
宝沃
置换宝沃指定车型最高优惠1.3万元
广汽丰田
全新第八代凯美瑞首付落牌价21980元起，车展期间可享5年/16万公里保修，享优先提车权等
雷凌185T、致炫、致享、汉兰达等车型也有优惠

现场抽奖 免费班车

制图/王凤龙

2018海南日报报业
集团金秋车展9月6日在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图为参展汽车。

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李昊 摄

一汽大众
高尔夫 12.19万元至18.29万元、超低首付9939元
蔚领 11.69万元至16.57万元、超低首付9380元
迈腾 18.99万元至31.69万元、超低首付17625元
捷达 7.99万元至13.49万元、超低首付5295元
速腾 13.18万元至21.88万元、超低首付11825元
宝来 10.78万元至15.38万元、超低首付8559元
全新一代宝来 11.28万元至15.98万元、超低首付8884元
全新一代CC 25.28万元至30.98万元、超低首付15000元
探歌 13.98万元至20.98万元、超低首付1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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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违停免罚让执法人性化

客服可以外包
责任不能甩包

新华时评

锐评

别让孩子沉迷网游

■ 邓海建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目前多数互联网公司
将客服业务外包给异地的第三方公司，因此不能及
时有效地解决客户的真正问题。滴滴出事后，原罪
客服外包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一些大型客服外包公
司纷纷把自己的招聘信息和相关资讯从搜索引擎
上悄悄隐去，而舆论的意思也似乎是发誓要把这些
外包在异地的客服，统统送回各自的娘家去。

在客服的江湖，“水”当然不浅。这些听起来高
大上的客服，权限不高、业务能力不强、与甲方公司
沟通不及时，就像特鲁多医生的名言一样，客服“有
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他们的回复是
模式化的“快捷”，如“已帮您进行加急，工作人员会
尽快与您联系”“我很理解您的心情，还请您消消气
呢”“您放心，您的诉求我们已经反馈”……至于重要
事件向甲方反映，何谓“重要”、流程几何，也是自由
裁量的问题。结果呢，投诉响应慢、问题解决效率
低、用户体验差等，可想而知。说到底，你以为“直达
天庭”的义愤投诉，很可能落脚到仅有“5元优惠券
权限”的小客服手里，这投诉能成功才怪！

虽然客服外包行业仍存在不少问题，但客服
外包并非是洪水猛兽。首先，分工专业化和精细
化是市场潮流，外包客服和外包零部件一样，并无
原罪。这些年，地方部门公共事业外包早已成为
常态，只要过程控制得当，交给专业的市场去做，
更有效率，性价比也更高。其次，客服成了话术的
秀场，这不是外包出了问题，而是“托人不淑”或者
主观购买了“低端客服”。客服本身是商品及服务
流通的内生环节，既不能省成本、更不能少话语
权，如果企业在制度流程设计层面主动“虚化”客
服部门，那么，外包或者非外包，估计都是一个德
性。反之，如果企业重视客服，就算外包给其他公
司代运营，也并无大碍。若能以用户为中心，客服
在哪里都能成为沟通企业与用户的桥梁。

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这才是产业分工的
大势所趋。当下最要紧的，是梳理外包客服的话
语权和执行力，即如何让千里之外的客服与纵横
市场的甲方成为利益共同体、决策共同体、责任共
同体，如何让用户拨打客服热线能真正解决问
题。总之，企业须谨记的是：客服可以外包，责任
不能甩包。 （摘编于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

如今，随着互联网业态的迅猛发
展，网络游戏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不少
缺乏自制力的青少年沉溺于网游的方
寸世界难以自拔乃至迷失自我，让教
师、家长头疼。

客观存在的学业压力，需要排遣纾
解的出口。于是，网络游戏乘虚而入，给
青少年提供了这样一方天地，让其既暂
时逃离了现实的压力与焦虑，又能在虚
拟世界里的一次次“进阶”中让虚荣心轻
松得逞。但方寸世界，纵有变幻万千，最
终仍是一片虚空，况且还有许多渲染暴
力、杀戮、灰暗甚至色情的内容充斥其
间。沉迷其中，输了，会愈发让孩子的焦
虑情绪雪上加霜；赢了，虚拟与现实间的
落差更会消减直面压力的勇气。

把被网游“粘住”的孩子们“唤”回
来，让他们不再沉溺于虚幻的快乐，需
要全社会的扎实努力，而学校和家庭
尤为关键。对学校来说，充分利用体
育课、增加户外活动，让孩子们养成体
育锻炼的习惯“野蛮其体魄”，无疑是
育人成才的关键支撑。对家长而言，
不妨从自身做起，自己先放下手机多
带孩子出去走走，从一跑一跳中缓解
学业压力。 （萧海川）

当月首次违停的车主在收到城
管部门发送的提醒短信10分钟内将
车开走，可免于处罚，短信内还附有
周边空余泊位信息——杭州市余杭
区城市管理局这一管理新举措，已从
针对浙江号牌车主扩展至面向全国
车主。（9月5日澎湃新闻）

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局的做
法，引发不少网友点赞。去年合肥、深
圳等地都已实施了“短信提醒违停10
分钟内开走免罚”的执法措施，这是执
法人性化的体现。正如余杭区城管局
官员所言：处罚只是手段，减少违停、
维持秩序才是目的。给违停车主发提
醒短信，是希望给他们纠正的机会。

有人会觉得这种做法会助长车主
违停，因为车主每月都有一张违停的

“免罚金牌”。可这“免罚金牌”是有条
件的，也就是车主必须在接到短信提醒
违停后10分钟内开走，且每个月只能享
受一次短信提醒。违停短信提醒无疑
是在警告与处罚之间设置了一条缓冲
地带，既让无意识违停者认识到自己的
错误，也对有意违停者产生震慑作用，
同时，也给了违停者一次“改过自新”的

机会，这是“教惩结合”的执法创新。
相比较而言，对于违停车辆使用

传统的扣分、罚款等处罚手段，一方面
可能让一些车主产生抵触情绪，另一
方面会让一些车主产生交钱换违停的
错觉，而使车辆违停难以得到及时纠
正，违停带来的恶劣影响就难以消除，
执法效果也会大受影响。采取“短信
提醒违停10分钟内开走免罚”，不仅能
够起到很好的警示效果，有利于及时
纠正车辆的违停问题，也能避免执法
部门成为“执罚部门”，从而减少执法
部门与群众的矛盾冲突，使执法部门
的执法行为赢得公众的广泛理解与支
持，同时也能彰显执法的人性化。

提高执法效率，关键是要寻求执
法者与执法对象的“最大公约数”，寻
求双方的“契合点”。对于执法部门而
言，执法创新并不一定是提高惩戒威
力，也可以是从执法对象的角度出发而
进行的人性化执法创新。尽管这样的
创新可能会增加执法成本，但却有利于
执法部门突破“执罚”的窠臼与利益藩
篱，从而极大降低社会成本，从这个意
义上来讲，这样的执法创新，无疑是值
得各地借鉴与推广的。当然，这一切执
法创新也都应当在维护执法权威、坚
守法律底线的前提下进行。（戴先任）

“做一本暑假作业20元，讲一
道题5元，借一次笔记5元，如果没
钱，用笔记本、签字笔、橡皮、薯片等
东西来换也行。”当航航妈妈听到同
学妈妈介绍的这些情况时，惊得说
不出话。她很难把这些行为和自己
乖巧、懂事的“学霸儿子”联系在一
起。听同学妈妈说，这种行为还得
到了不少学生的认可，因此“供需两
旺生意兴隆”，本来她想把儿子“教
训”一顿，但一直没想好怎么说。那
么，“学霸”儿子拿“知识”和同学换
钱，到底对不对？

“学霸”讲课收费，“有偿帮助”

盛行，这种唯利是图、过于功利的做
法当然不对。这种以金钱、利益为
导向的做法，不仅会影响孩子们正
常的交往，也会扭曲孩子们的价值
观。何况其中代写作业等做法本就
不对，这不是在帮助同学，而是与同
学一起作假欺骗、作弊，是在害同
学，同时也是在害自己。这正是：

同学之间当互助，
有偿帮助不可取。
代写作业莫小觑，
价值取向正确树。

（图/王铎 文/饶思锐）

学生莫太过功利

本版言论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投稿信箱：hnrbpl@163.com

■ 饶思锐

“偌大的花湖开发区，却未增添一
所公立医院、学校，甚至连一个公共厕
所都没有。”记者近日随国务院第十七
督查组实地调查发现，湖北省鄂州市
花湖开发区这个拥有近7万常住人口
的省级开发区，设立 20 多年来，房地
产开发红红火火，却没有新建一所中
小学，曾经规划新建的中小学，如今已
是商品房小区。城区大部分适龄儿童
要么到附近农村学校就读，要么到附
近城市借读。（9月5日新华社）

无论是建学校，还是盖医院，都是
极其重要的民生工程，是城市建设公
共配套的应有之义，也是保障民生福
祉的重要举措。然而花湖开发区 20
多年来不断卖地盖房，却没有新建一
所中小学、公立医院，甚至将本来已经
规划好的学校用地也卖给开发商建房
子，导致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一块适合
建学校的土地。试问当地政府置民生
于何地，是否将百姓装在心里？

政府卖地盖房却不建公共配套，
如此牺牲民生福祉、发展房地产产业
的做法，既是与民争利，也是与民为
难。当地政府部门如此做法，不仅让
居民上学、看病来回奔波，花费更多
的时间、精力，也增加了居民教育、医

疗成本，同时，也让居民在当地难以
找到归属感，更奢谈获得感与幸福
感。从表面上看，这是当地政府逐利
冲动所导致的，但从更深层次来看，
却是地方政府行政理念偏差导致的，
是其长期漠视民生、没有与百姓共享
发展成果的结果。如果当地政府“悠
悠万事，民生为先”，就不会对居民长
期异地就学、看病而无动于衷。常言
道，再穷不能穷教育。当地政府的腰
包鼓了，民生福祉却不要了，可见当
地政府逐利已经到了连“遮羞布”都
不要的地步，堪称地方政府中的一朵

“奇葩”。
众所周知，算账当算大账，谋利当

谋长远。在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眼中，

建学校、医院不仅不能卖地挣钱，反而
要倒贴钱，是亏本的买卖，而卖地建房
则能为政府带来真金白银，这算的便
是“小账”；而发展教育事业，保障社会
民生，增加群众获得感，赢得民意支
持，虽然会增加民生支出，但却能为当
地“旺人气”“聚人才”，促进地方长远
可持续发展，这算的便是大账。如果
算不好这笔账，便是“杀鸡取卵”“竭泽
而渔”，而短视的地方其经济往往也难
以可持续发展。

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之所以政绩观
扭曲，就是因为对其而言，政府“财大”
领导便“气粗”，不仅领导在当地说话
更有分量，其掌握和可支配的资源也
更多。地方政府想尽办法为财政增收

本无可厚非，但却不能忘了财政增收
的目的是为国聚财、为民理财，财政收
入“取之于民”更要“用之于民”，何况
履行公共服务职能是政府的义务和职
责所在。

其实，城市公共配套的建设没跟
上城市扩张步伐的城市并不在少数。
长期以来，不少地方城市建设与民生
发展“跛腿走路”，教育、医疗等公共服
务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渐成经济社
会发展的短板，不能满足群众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此，各地应引
起重视，始终坚持民生优先的原则，把
民生事当天大的事来解决，始终坚持
让广大百姓共享发展成果，如此才能
不负初心，赢得民心。

城市建设与民生发展不能“跛腿走路”
时事纵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