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 郑然 美编 吴卫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社会 05
2019年7月22日

星期一

在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与
婆孙俩的交谈中，一名商家把装饮
料的纸板放进了林淑蓉的环卫车
中。“这个女娃娃很懂事，经常看到
她帮到外婆扫地。”这名商家，是三
洞桥路一家串串店的老板，茜茜扫
地的位置，正好在自家的店门前。他
说，最近一段时间，有好多天都看到
茜茜在扫地，有时候累了就在她外
婆的保洁车里睡一觉，醒了又活蹦
乱跳的，看到孩子那么懂事，他也会
主动把可回收的垃圾放到环卫车
里。“娃娃太懂事，很多同年龄段的
娃娃都还在耍游戏。”

而婆孙俩一起扫地的身影，也
被路过的市民拍下，发到了网络上，
网友们看到了，纷纷为小家伙点赞：

“懂事的孩子，我们可以不乱丢垃圾
了嘛？”“长大肯定有出息！”

此外，让林淑蓉欣慰的是，尽
管茜茜的父母工作繁忙，平时主要
是老人在带，7岁多的她不仅懂事，
在家中也十分勤快，洗碗、洗衣、拖
地，是家人的小帮手。平时吃完饭，
茜茜会主动帮忙把碗筷拿到厨房
清洗；看见大人在扫地，她也要帮
忙；“大人干什么都跟着学，从不让
人操心。”

12 点，午饭吃完了，婆孙俩没
有多休息，拿起扫帚和火钳，又开始
清扫垃圾，在三洞桥路上来来回回，
反反复复。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
肇婷 摄影记者 刘海韵

7 月18 日，记者在花都大道西段
见到张女士，她和其他会员等在德系
名车店里，要求老板出来给个说法。

张女士介绍说，去年 10 月，益路
行搞洗车促销服务，办年卡699元，一
年内免费洗车，洗够 68 次还退全款，
相当于一分钱不花，免费洗一年车。不
过，在车行易名之前，她只洗了六次。

6月22日，物业贴出公告，说益路
行所在街道打围施工，停止营业；7月
16日，益路行所有会员被踢出群。7月
18日，她再来看，店已经易名为“德系
名车”，老板不见踪影。

“现在店里公告还写着，以前的洗
车按照原价七折折算，剩余金额可以在
德系名车消费。”张女士说，德系名车仅
有68元和198元两种精洗服务，这意味
着以前的洗车卡作废，会员们交699元
后免费洗车的诉求，难以实现。

另一名会员邹大爷说，他住在附
近，每次办事前把车停在店门口，等办
完事再回来取车，他办了会员后，已经
免费洗了三四十次车。

“我是要比其他人洗得多，但是你
既然承诺了，就要兑现。”邹大爷说，他
不要求车行退全款，只要求洗满一年，
也就是洗到10月15日，这也是维权会
员的普遍意见。目前，维权会员已经达
到了111人。

当天，温江区市场监管局公平监
管所所长唐超对德系名车进行现场检
查，检查发现，德系名车系无照经营，
该店店长周伟兵拿出一张转让协议，
协议显示，7月8日，益路行以22万元
的价格被转让给德系名车，当天，是德
系名车第一天营业。

“对于无照经营的问题，肯定按照
法律法规予以处理。”唐超说，无照经
营将被处于1 万元以下的罚款，再要
求德系名车补办营业执照。

在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的主持
下，消费者代表和周伟兵坐在一起，就
洗车卡问题进行初步协商。

会员们关心的问题是，之前在益
路行交了699元后享受的免费洗车服
务，在转让后是否还有效。接手的德系
名车店长周伟兵态度很明确：“老板决
定，即便被罚款不开这家店，也不会满
足会员现在的诉求，按照益路行的洗
车卡（来）履行。”

对此，益路行项目负责人钟英一
语道破真相：“其实德系名车不是不想
给洗车客户服务，是不敢，怕跟我们一
样，掉进洗车的‘坑’。”

别样的暑假：
我是环卫工外婆的

小帮手

7月的成都，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大地。在成都市三洞桥路，时常会出
现这样一对身影：一名小女孩右手提着口袋，左手拿着火钳，仔细清理着地
面的垃圾，身旁还有一名环卫工用扫帚清扫着路面，在两人的默契配合下
路面很快被清扫干净。

林淑蓉是一名环卫工，7岁的外孙女茜茜放暑假后，从老家绵阳到成
都玩耍。和别的小朋友不同的是，她每天会跟着外婆去“上班”，帮忙扫地捡
垃圾。一开始觉得好玩，后来她体谅到外婆的辛苦，几乎每天都来帮忙。

7月21日10点过，在三洞桥路
上，记者远远地便看到林淑蓉和外
孙女茜茜的身影，婆孙俩正在清扫
路面的垃圾。林淑蓉拿着扫帚，沿着
机动车道清扫垃圾，茜茜提着口袋、
拿着火钳，在旁边人行道上夹起零
散的垃圾，塑料瓶、纸巾、烟头，一个
也不放过。当看到烟头没有熄灭，茜
茜会用脚先踩灭，然后再将烟头夹
进口袋中。从其娴熟的动作来看，她
扫地捡垃圾已经不是一两天了。

“好热哦！”临近中午，婆孙俩把
整条街的垃圾清扫干净后，回到了
林淑蓉的环卫车旁，茜茜拿出扇子，
不停扇动着，缓解炎热；林淑蓉则拿

出准备好的饭菜，两人站在车旁，吃
起了午饭。林淑蓉说，外孙女今年7
岁，小名叫茜茜，下半年开学就读一
年级了，由于孩子父母都在成都上
班，平日孩子基本在绵阳老家交由
爷爷奶奶照看。每年放暑假，她就会
来成都跟父母玩一下。原本想外孙
女来成都后可以好好度假，但女儿、
女婿的工作很忙，不方便把茜茜带
在身边，茜茜就只好跟着自己。

在跟着自己的过程中，懂事的
茜茜主动帮着干活，因为扫帚太大，
不方便使用，林淑蓉便准备了火钳，
让孩子捡一捡，还找来了一把小扫
帚方便她使用。

林淑蓉的保洁区域，位于三洞
桥路一带，基本上每天都会在那里
工作。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她一早
就要出门，要到晚上才能回家，平时
工作时除了有路人问话，能够搭上
几句话以外，其余时间都处于埋头
干活的状态。茜茜的到来，则给她带
来不少快乐。

茜茜性格活泼，不怕生，还是个
话匣子，啥都要问，见到啥都要说。
在路上发现了一个酸奶瓶子，她马
上夹起来，问外婆：“这种瓶子是可
回收的吗？”看到外婆没扫干净，她
就会跑到环卫车前，把另一个扫把

拿过来帮忙；甚至，在扫地时，见到
有路人乱丢垃圾，就会“不留情面”
地上前制止，建议其扔到垃圾桶里。

当记者询问茜茜为何要来帮外
婆扫地时，茜茜说，一开始只是觉得
跟着外婆好玩，后来发现外婆工作
很辛苦，自己想帮点忙。现在，除了
下雨和有事外出，基本每天都会跟
着外婆“上班”，帮着外婆清扫垃圾，
捡一些可回收、能换钱的垃圾。“等
我长大了，要赚钱给爸爸妈妈买礼
物，还要给外婆买房子！”听到茜茜
的话，一旁的林淑蓉脸上不禁露出
欣慰的笑容。

交699元可洗一年车，洗够68次还退全款

“自杀式”营销
“洗”垮洗车行

《高臻臻的脑细胞》营销脱口秀创始人高臻臻认为，益路行做垮的原因有多个，第一，长期打
折天天促销，假如没有新的流量进入，转化率肯定越来越低；第二，吸引的都是价格敏感型客户，
转化率会有问题；第三，边际成本的要素很关键，跟健身房和教育行业不一样，健身房和教育增加
打卡不会增加边际成本，而洗车行业，每洗一台车就会增加相应的成本，数量越大越难以维持；第
四，产品矩阵设计不合理，一个企业要实现盈利，除了必须有引流的产品，还必须设计利润型、裂
变型产品与之配合，方能实现流量和利润双丰收。

7月20日，记者联系上为益
路行做策划的四川乐享飞翔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刘炜，他
告诉记者，不是这个策划方案不
可行，而是益路行免费洗车活动
搞得太多了。

“他们除了699元活动之外，
还有终身免费洗车卡等活动。”刘
炜说，他听说益路行店招换了。据
介绍，他们以前是做健身房营销
策划的，现在转型做洗车营销，
益路行属于他们早期的一批客
户，除了益路行之外，该公司还
为多家洗车行策划过，业务遍布
全国，客户有几十家。

刘炜介绍，在做营销策划时，
他了解到益路行以前搞过免费洗
车，但是益路行坚持搞促销活动，
活动一共做了一周，收了17万，乐
享飞翔提成30%，吸纳了新客户
150人左右。

“当时我们也测算过，以益
路行的店面面积，每天洗六七十

台车绝对洗得过来。”刘炜说。
健身房的促销方案中，常有

来健身房多少次，就退还会员部
分或全额卡费的促销规定，一方
面，会员难以坚持来健身房如此
多的次数；另一方面，会员打卡
次数增加，基本不会增加健身房
多少成本。将这一促销移植到洗
车行，则相当于变相鼓励大家来
免费洗车，而洗车每洗一次，都
会产生固定成本。对此，刘炜认
为，成本也不高，“洗一台车成本
15 元/次，即便一年洗 48 次，能
费多少水多少电？”

刘炜说，策划的目的，是将
客户吸引到洗车店，让客户对
洗车店产生依赖性，至于开发
客户的潜在消费，这部分内容
并不在策划公司的负责范围。
刘炜说，一般来说，新增两三百
客户，车行每天洗车量在60 台
至70台，随着时间往后推，来的
人会越来越少，洗车数量下降，

最终车行每天的洗车数量将平
稳维持在50台车左右。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期
益路行洗车量还在增加，可能
跟他们的口岸有关系。”刘炜
说，从今年开始，策划公司已经
把洗够68次退款调整为48次，
增强对客户的吸引力，“车要上
路的，一年能洗48 次的车不会
超过 5%。” 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 钟美兰 摄影报道

苦苦支撑10个月后，位于温江区
花都大道的益路行汽车服务中心（以下
简称益路行）还是没能撑下去，店铺被
转让给了另一家叫德系名车的洗车行。

益路行项目负责人钟英认为，造成
这一结果的原因，是一次错误的营销：
会员交699元，就可以享受一年洗车服
务，而且如果一年内洗够68次，还退全
款。“我们洗了10个月的车，可是这些
人光洗车不消费，这成为车行沉重的负
担。”她自称亏了180万，最后不得不以
22万的价格，转让车行。

车行转让后，以前的会员无法免
费洗车，已开始维权，希望能在接手的
店里，继续享受服务。但接手的德系名
车店长周伟兵拒绝了会员们的诉求。

记者了解到，这次免费洗车的促
销方案，是一家策划营销公司提供的，
他们以前是做健身房的营销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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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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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行转让
会员维权：
承诺洗一年
就要兑现

“有一个奔驰车主，在我们
店里洗了50 次车，可是连一瓶
15元的玻璃水都不愿意加。”钟
英说，洗车量很大，营业额不见
增长，始终维持在10万至25万
之间，基本与每月支出平衡。

6 月 22 日，市政在门口打
围施工，恰逢有人前来谈盘店，
几个股东商量后，以22 万元的
低价，转让给德系名车。

“我们装修投入200万，最后
只卖了22 万，期间没有提取收
入，反而每月的房租都要股东掏
钱。”钟英自称，仅以投入和转让
价格算，该项目亏了180万元。

这次免费洗车的促销方案，

是一家策划营销公司提供的。
钟英介绍，去年10月，一家

策划营销公司找上门说可以吸
引流量，提出 599 元办年卡，洗
够58 次退全款的方案。钟英认
为，599 价格太低，而次数又过
少，改成了699元68次。

“免费洗车以前我们也搞
过，洗车只是噱头，重点在引流
后转化销售。我核算过，699元洗
车一年，一般来说，每年洗车25
次到30 次，正常人不会天天洗
车，不会为了退 699 元，天天把
车开到洗车店。平摊下来，基本
与25元一次的洗车成本持平。”

免费洗车，钟英并不陌生，

2017年3月，办过500元会员权限
周五免费洗车卡，有终身、一年和
两年两种。在699元的活动之前，
随着一两年会员卡的到期，持有
免费洗车卡的大概剩下350人。

“我核算过，要让这么大的
门店达到营业饱和量，固定的
会员必须达到500人。”钟英说，
经过测算，699元可以为她吸纳
150名会员，但不能超过150名
的量。“必须限额，否则多了，就
负担不了。”钟英说。

促销活动搞了三天，吸纳
了 150 多名新会员，收了 10 多
万的费用，其中，30%被营销策
划公司拿走。

引流后的根本目的，是转化
为消费。但是，事与愿违的是，洗
车量增加，超过了每天50台洗车
量的预计数量，达到每天60台至
80 台，但是转化率却只有不到
10%，远远低于此前的活动。

“达到30%对于洗车店才是
正常的。”钟英说。

现在德系名车的店长周伟
兵，从今年初就在益路行担任
店长，他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洗
了 52 台车，但是只收了 70 元。

“52台车，只有两台车是收了费
的，其他全部免费。”周伟兵说。

“给你洗车，是不是要检查

一下机油，检查一下各项指标？
为了你的安全，提醒你可以更
换零件或者做保养。”钟英说，
以前客户享受了免费洗车，一
般都会进行消费。而今，“有的
洗了50次车还投诉。”

会员廖先生告诉记者，办了
699元卡，他在店里洗了34次车，
可是一次都没有在益路行消费
过。“服务性价比不高，跟4S店报
价差不多，那我肯定选择4S店。”
廖先生说，活动699元洗一年退
全款，洗车成本哪里来？这种不
符合经济规律的“不正常”营销，
加剧了他对店的不信任感。

钟英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店
面每月房租6万，员工20人成本
8 万，水电物业 1.5 万，税收 0.5
万，生活费1万，加上材料损耗
运营成本，支出基本与每月营业
额持平。

“一个洗车工每天最多洗
10台车，70%到80%是免费洗车
的，没有产能，这个店怎么不被

‘洗垮’？”钟英说，以前的周五
免费卡和次卡均有日期次数的
限制，而699元活动没有任何限
制，会员不停地洗车，加重洗车
负担。“这个活动引流没有问
题，但是盈利不行。”

引流挺顺利 吸引150多名新会员

转化率不高“七八成是来免费洗车的”

策划方回应：他们免费洗车活动太多

营销专家：边际成本要素 健身房和洗车行不一样

问题出在哪

？？
钟英口中的“坑”，指的是一次失败的营销，在她看来，正是这次营销，将车行拖入亏损转让的境地。
去年9月27日，益路行搞了一次洗车促销：办699元年卡，享受一年洗车服务，而且，只要洗够68

次，将把699元全额退还，相当于不花一分钱，可以洗一年车。
钟英说，促销后，洗车业务每日满负荷运载，每月洗车量达到1500至2000台，8个洗车工耗在里面。

来洗车的人多了，但车行却并没有收到钱。“许多客户只免费洗车，不消费，洗车成为车行沉重的负担。”

暑假来“上班”，帮外婆扫地懂事懂事

见啥都要问，她是“话匣子”陪伴陪伴

网友夸懂事，在家也能干点赞点赞
7 月 21 日，在温江区市场

监管局的协调下，益路行的后
续服务由德系名车承接，699
元洗车的客户，按照消费次数
1 到 10 次、11 到 20 次、21 到 30
次、30 次以上进行阶梯式处
理。所产生的费用，由益路行向
德系名车支付。“我们大部分同
意这个解决方案。”张女士说。

最新进展

“益路行”已经变成了“德系名车”

茜茜与外婆促销活动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