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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德荣 成俊峰 龙岳云

“您好！请问您对昨天我们的维
修服务满意吗？”11月9日一大早，
衡阳市南岳区兴辉摩托车城总经理
符小青拨通客户电话回访， 得到连
声称赞。符小青脸露笑容，叮嘱客户
天雨路滑注意行车安全。

10余年来，符小青和她的兴辉
车城秉承“诚实做人、守信做事”格
言， 践诺守信， 把诚信融入企业血
脉、化作发展动力，树立了文明经营
的道德榜样。

“假一罚十”生意红火
上世纪90年代，符小青与丈夫

胡启辉在南岳区经营摩托车维修
店，凭着诚信经营，店子规模逐渐扩
大。2002年， 两口子正式注册成立
南岳兴辉摩托车城， 提供摩托车销
售、配件、维修一条龙服务。

“无论别的店子靠‘以次充好’
能赚多少钱， 我们始终坚持假一罚
十。”符小青说，自己的配件质量获

得了时间检验，车城生意日渐红火。
仅用两三年时间，“兴辉” 就在南岳
古镇上小有名气。

为了让客户随时随地体会到贴
心关怀与优质服务， 符小青喊出响
亮口号：“决不让摩托车推着走”。无
论客户的摩托车在任何时候、 任何
地方遇到困难，只要拨打“兴辉”的
服务热线， 其服务人员总会以最短
时间赶到客户身边，帮助解决问题。

今年农历正月初一晚上， 客户
龙光荣拜年返家途中， 发现摩托车
无法启动， 试着拨通了符小青的电
话。仅过15分钟，符小青和丈夫便赶
到，现场维修。夫妻俩的敬业精神使
龙光荣深受感动， 他逢人就讲这个
小故事，并推荐亲朋好友到“兴辉”
购车。

不仅售后服务赢得了客户认
可，在销售上符小青也与众不同。她

自掏腰包将摩托车的火花塞、 开关
件、玻璃件等易损配件列入“三包”
范围，并与金融机构合作，推出“零
利息”贷款购车，换来顾客盈门。

兴辉车城经营数个品牌的摩托
车和电动摩托车， 出于对车城的认
可， 很多客户在向人介绍自己购的
车辆时， 不讲车辆标牌， 而是直呼
“兴辉车”。

“以诚交心”收获感动
“诚信文明经营户”“守合同重

信用单位”“消费者信得过单位”“文
明门店”……在符小青办公室墙上，
挂满了各种奖牌。

面对众多荣誉，符小青更看重电
脑里的一组数据。10余年来，“兴辉”
共积累了2万余名客户， 这些客户的
姓名、地址、电话及车型信息等均记
录在列。符小青将这些数据视为“宝
贝”，她说，这是自己“以诚交心”赢来
的，是对自己最大的肯定，也是自己
肩上会长期“扛”下去的责任。

符小青的诚信付出， 让她收获
了许多感动。

2007年，在车城急需转型经营、
扩大规模时，资金周转不灵难住了符
小青。她决定一次性买下10个门面做
摩托车综合4S店，为客户提供更完善
的销售及维修服务。 虽然有亲友帮

助，但资金缺口仍有40余万元。
资金紧张的事被一位“多嘴”的客

户知道了。第二天，许多客户主动上门
借钱给符小青，少的两三千元，多的两
三万元。让符小青更为感动的是，很多
客户不仅不提借款利息， 甚至连“白
条”都不要。

坚持“诚实做人、守信做事”的符
小青，将“诚信”这块招牌越擦越亮。现
在，“兴辉车城” 不仅仅是一个摩托车
销售维修店的名字，也成了南岳一个
标志性牌子，周边一些商家在自家广
告上直接写上“兴辉车城旁” 作为地
址。

更让符小青感到欣慰的是，多年
来带出了许多徒弟，有的独立门户，有
的转行就业，徒弟们多以“诚信、敬业”
享誉业内。

■点评

“决不让摩托车推着走”，这是符
小青打出的一句广告语 。 这看似俗
套，其实体现了她对客户高度负责的
态度。

她是这么承诺的 ， 也是这么做
的 。多年坚持诚信经营 ，她也得到丰
厚回报，“攒”下了2万余客户。

人无信不立，符小青以实际行动
告诉我们，待人以诚、重信守诺，一定
能闯出一片广阔天地。

符小青：诚信“攒”下2万余客户

符小青 成俊峰 摄

湖南日报11月10日讯 （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乔梦平）“119消防
日”来临之际，公安部消防局日前在
北京举办第三届全国119消防奖表
彰大会， 共有37个集体，38名个人
获奖。其中，我省新化县水车镇水车
村志愿消防队， 韶山毛家饭店发展
有限公司董事长汤瑞仁获此殊荣。

新化县水车镇水车村志愿消防
队成立于2003年12月，现有队员18
人，全体队员没有任何报酬，没有固
定的经费来源， 经费靠队员平时舞
龙筹集。 先后参与抢险救援200余

次，扑救房屋、森林火灾160余次，保护
财产价值近亿元。

今年86岁的汤瑞仁，积极落实消防安
全责任制， 实现企业连续17年无火灾事
故。同时长年担任韶山景区义务消防宣传
员和韶山消防中队课外辅导员， 出资30
余万元在景区加装消防宣传牌，为新入伍
战士讲授革命传统教育“第一课”。

据了解，2012年，由中央批准，公安
部设立119消防奖， 每两年评选一次，旨
在表彰在灭火应急救援、 消防志愿服务
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集体和个人。目
前，我省已有4个集体，5名个人获此殊荣。

用身边事 讲“大道理”
“全面从严治党”专场报告会引发强烈共鸣

我省1个集体1名个人
荣获全国119消防奖

湖南日报11月10日讯（记者 朱
永华 通讯员 李紫薇）11月10日，由
省社科联主办，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和
省高等学校党建研究会承办的第七
届省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全面
从严治党”专场报告会，在中南林业
科技大学图书馆报告厅举行。三位主
讲人用生动形象的身边事阐释六中
全会“大道理”，引发在场的数百位高
校干部和老师强烈共鸣： 有水平，接
地气，把“大道理”讲透了。

省直工委原常务副书记徐晨光
教授、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党委副书
记秦立春教授、 湘潭大学法学院肖

峰博士进行了精彩演讲。 徐晨光用身
边的事例， 讲述了共产党干部不能把
党内政治生活娱乐化、 庸俗化，“不记
得来路，就找不到出路。”秦立春以学
校最近查处的案例说法：不加强修身，
不讲规矩就会有出问题的风险， 每一
位高校的领导干部要对照党章， 对照
《准则》、《条例》三省其身。肖峰在“坚
持党要管党， 以依法执政理念统筹生
态文明的建设”的报告中指出，环境问
题、生态问题，都和相关部门、行业党
员干部的作风密切相关， 如果不从严
治党，不管好党员干部，这些问题就得
不到根本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