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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月月22日日，，杰出雇主调杰出雇主调

研 机 构研 机 构 （（Top EmployersTop Employers

InstituteInstitute））公布了年度公布了年度““中国中国

杰出雇主杰出雇主20202020””名单名单，，上汽上汽

集团旗下的上汽乘用车集团旗下的上汽乘用车、、上上

汽汽大众大众、、上汽通用上汽通用、、上汽通上汽通

用五菱用五菱、、上汽通用金融上汽通用金融、、上上

汽安吉物流汽安吉物流、、延锋汽车内饰延锋汽车内饰

和上海赛科利和上海赛科利 88 家企业上家企业上

榜榜，，涵盖了整车涵盖了整车、、零部件零部件、、

金融金融、、服务等业务板块服务等业务板块。。

““在上汽乘用车在上汽乘用车，，我可我可

以有机会接触到广阔的资以有机会接触到广阔的资

源源，，遇到更多比自己优秀的遇到更多比自己优秀的

人人，，这都有利于我的学习和这都有利于我的学习和

成长成长。”。”湖南大学毕业的研湖南大学毕业的研

究生蒋镇宇现在是荣威设计究生蒋镇宇现在是荣威设计

科的一员科的一员，，在去年夺得上汽在去年夺得上汽

设计国际挑战赛一等奖后设计国际挑战赛一等奖后，，

她决心加入上汽她决心加入上汽。。

全国劳模邵景峰的设计全国劳模邵景峰的设计

团队团队、、仇杰的标定团队在汽仇杰的标定团队在汽

车行业内都是首屈一指的车行业内都是首屈一指的

““明星团队明星团队”。”。对新入职的学对新入职的学

生来说生来说，，前辈们的丰富经验前辈们的丰富经验

是促使他们快速成长的是促使他们快速成长的““助助

推剂推剂”。”。

近几年近几年，，上汽乘用车通上汽乘用车通

过校园招聘吸引了大批年轻过校园招聘吸引了大批年轻

工程师加盟工程师加盟，，培养起了一支培养起了一支

能推动企业向上发展的能推动企业向上发展的““生生

力军力军”。”。数据显示数据显示，，上汽乘上汽乘

用车每年招收应届毕业生数用车每年招收应届毕业生数

量从最初不到量从最初不到100100人人，，发展到发展到

现在每年招新人数在现在每年招新人数在 300300--

500500人人。“。“今年今年，，毕业生入职人毕业生入职人

数为数为539539人人。”。”上汽乘用车人上汽乘用车人

力资源部总监张建华说力资源部总监张建华说。。

在专业人才培养上在专业人才培养上，，上上

汽乘用车继续瞄准汽乘用车继续瞄准““新四新四

化化””的趋势的趋势，，不断引导员工不断引导员工

提升自我专业能力提升自我专业能力，，支持员支持员

工在同一岗位或相同领域内工在同一岗位或相同领域内

纵向发展纵向发展。“。“在我们公司在我们公司

里里，，几乎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几乎每个人都能找到自

己职场的发展方向己职场的发展方向。”。”张建张建

华说华说。。

早在早在20072007年年，，上汽乘用上汽乘用

车就在人才队伍建设与培养车就在人才队伍建设与培养

方面建立了员工队伍在方面建立了员工队伍在““专专

业能级业能级””和和““行政职级行政职级””上上

的的““双通道双通道””发展体系发展体系，，培培

育出了一大批有能力的专家育出了一大批有能力的专家

型人才型人才。。目前目前，，公司已拥有公司已拥有

研发工程师研发工程师44004400多人多人，，正成正成

为专家型为专家型、、工匠型人才成长工匠型人才成长

的土沃的土沃。。

20072007年年，，2020岁出头的张岁出头的张

佳佳樑樑就职于上汽大众安亭汽就职于上汽大众安亭汽

车二厂老油漆车间车二厂老油漆车间。。好学的好学的

他在高强度工作节奏下攻下他在高强度工作节奏下攻下

了电工高级证书和大学本科了电工高级证书和大学本科

文凭文凭。。短短几年时间里短短几年时间里，，张张

佳佳樑樑从一个职场小白变成了从一个职场小白变成了

设备维修专家设备维修专家。。

20132013年年，，安亭汽车二厂安亭汽车二厂

改造项目上马改造项目上马。。面对智能制面对智能制

造的大趋势造的大趋势，，企业和员工都企业和员工都

面临着全新的机遇和挑战面临着全新的机遇和挑战。。

在此背景下在此背景下，，公司派遣张佳公司派遣张佳

樑樑前往德国参加杜尔机器人前往德国参加杜尔机器人

培训培训，，这让张佳这让张佳樑樑对自动化对自动化

技术有了全新的认识技术有了全新的认识。。在后在后

续的车间改造项目中续的车间改造项目中，，张佳张佳

樑樑把更多的心血和时间都投把更多的心血和时间都投

入到智能制造技术的研究和入到智能制造技术的研究和

应用上应用上。。如今如今，，安亭二厂新安亭二厂新

油漆车间喷涂机器人已经完油漆车间喷涂机器人已经完

全替代了传统的人工喷漆全替代了传统的人工喷漆。。

3333岁的张佳岁的张佳樑樑已经不再局限已经不再局限

于个人的发展于个人的发展，，他通过培养他通过培养

和带领团队和带领团队，，不断为企业输不断为企业输

入新入新鲜血液鲜血液，，创造更大的价创造更大的价

值值。。张佳张佳樑樑的职场故事折射的职场故事折射

的是上汽大众员工和企业一的是上汽大众员工和企业一

起面对未来挑战起面对未来挑战，，实现可持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历程续发展的历程。。

在加快产品在加快产品、、服务升级服务升级

的同时的同时，，上汽大众持续聚焦上汽大众持续聚焦

组织与人才发展建设组织与人才发展建设，，基于基于

战略人才规划理念战略人才规划理念，，从未来从未来

发展视角出发发展视角出发，，聚焦数量聚焦数量、、

质量和氛围三大维度质量和氛围三大维度，，持续持续

提升组织效能提升组织效能，，积极探索人积极探索人

力资源数字化转型力资源数字化转型，，打造一打造一

站式综合服务平台站式综合服务平台，，集成共集成共

享服务享服务、、移动学习移动学习、、智慧沟智慧沟

通等多项内容通等多项内容。。

面对近年来汽车行业的面对近年来汽车行业的

急剧变化急剧变化，，上汽通用通过数上汽通用通过数

字化转型和创新字化转型和创新，，不断提升不断提升

员工体验员工体验。。上汽通用推出上汽通用推出

““一体化的自助服务广场一体化的自助服务广场””

和和““智能化的员工服务智能化的员工服务”，”，

给予员工全方位的关怀给予员工全方位的关怀，，打打

造提升生产力的数字化工作造提升生产力的数字化工作

环 境环 境 ；；通 过通 过““Channel EChannel E”、”、

““创新训练营创新训练营”“”“学习俱乐部学习俱乐部””

““创投大赛创投大赛””等多元化等多元化、、个性个性

化的创新平台和活动化的创新平台和活动，，释放释放

员工的创新潜能员工的创新潜能。。

20192019年年，，10001000余位优秀余位优秀

的小伙伴加入了上汽通用五的小伙伴加入了上汽通用五

菱菱。。公司打造了多元化学习公司打造了多元化学习

发展平台发展平台，，如引入混沌大如引入混沌大

学学、、喜马拉雅等课程资源喜马拉雅等课程资源。。

上汽通用五菱入选了广西壮上汽通用五菱入选了广西壮

族自治区首批职业技能等级族自治区首批职业技能等级

自主认定试点企业自主认定试点企业，，包含包含88个个

职业职业、、1616个工种个工种，，有利于技能有利于技能

人才的成长及脱颖而出人才的成长及脱颖而出。。

上汽通用汽车金融持续上汽通用汽车金融持续

为员工提供丰富为员工提供丰富、、专业的培专业的培

训资源训资源，，每年定期举办的每年定期举办的

MBAMBA课程课程，，以及不定期的专以及不定期的专

项公开课项公开课、、讲座讲座，，让每位员工让每位员工

都可以针对自己的情况都可以针对自己的情况，，找找

到最适合自己的提升方式到最适合自己的提升方式。。

上汽安吉物流鼓励员工上汽安吉物流鼓励员工

根据自身特点和职业目标进根据自身特点和职业目标进

行多样化的职业发展行多样化的职业发展，，以丰以丰

富员工在各领域的专业经富员工在各领域的专业经

验验。。公司组织青年员工有计公司组织青年员工有计

划划、、有重点地进行多岗实有重点地进行多岗实

践践，，为员工持续学习为员工持续学习、、不断不断

发展提供平台发展提供平台。。

（宗何）

上汽旗下8家企业获“中国杰出雇主2020”认证

上汽人才集聚效应凸显

1111 月月 3030 日日，，上汽荣威上汽荣威

送电服务正式迭代上线送电服务正式迭代上线，，升升

级后的送电服务将辐射全上级后的送电服务将辐射全上

海地区海地区，，并覆盖上汽乘用车并覆盖上汽乘用车

旗下全系纯电动车型旗下全系纯电动车型。。

作为荣威作为荣威MARVEL XMARVEL X

““超级用户服务计划超级用户服务计划””中的中的

重要一环重要一环，，送电服务极大地送电服务极大地

缓解了用户的里程焦虑缓解了用户的里程焦虑，，成成

为用户口碑最好的服务之为用户口碑最好的服务之

一一。。上汽荣威送电服务升级上汽荣威送电服务升级

后后，，服务车型从荣威服务车型从荣威MARMAR--

VELVEL XX 拓展到荣威拓展到荣威 ERXERX55、、

荣威荣威 EiEi55 等上汽乘用车全系等上汽乘用车全系

纯电动车型纯电动车型，，并覆盖包含崇并覆盖包含崇

明区明区、、奉贤区奉贤区、、金山区在内金山区在内

的全上海地区的全上海地区，，全车系全车系、、全全

城送城送、、全天候全天候，，让用户不论让用户不论

何时何地都无需为电量担何时何地都无需为电量担

忧忧。。上海用户只需在上海用户只需在““上汽上汽

荣威荣威””APPAPP中发起应急充电中发起应急充电

需求需求，，定制送电车在正常情定制送电车在正常情

况下将于况下将于 4040 分钟内抵达现分钟内抵达现

场场，，仅需仅需1010分钟时间即可为分钟时间即可为

用户爱车增加用户爱车增加 5050kmkm 的行驶的行驶

里程里程，，足够用户开到下一个足够用户开到下一个

充电站或者返回家中充电充电站或者返回家中充电。。

上汽荣威送电服务还将上汽荣威送电服务还将

在收费方式上进行革新在收费方式上进行革新。。不不

仅是购买仅是购买““超级用户服务计超级用户服务计

划划””的用户每月可享受的用户每月可享受33次次

免费送电免费送电，，普通用户也可畅普通用户也可畅

享快捷的送电体验享快捷的送电体验。。用户车用户车

辆若在方圆辆若在方圆 2020kmkm 送电范围送电范围

内内，，只需只需 100100 元即可获取一元即可获取一

次送电服务次送电服务。。在送电车辆的在送电车辆的

选择上选择上，，上汽荣威采用了定上汽荣威采用了定

制 的 插 电 混 动制 的 插 电 混 动 SUVSUV 荣 威荣 威

eRXeRX55，，拥有不限行拥有不限行、、无续无续

航里程限制的优势航里程限制的优势。。SUVSUV车车

型还适用于居民区型还适用于居民区、、地库地库、、窄窄

路等出行场景路等出行场景，，能够更加便能够更加便

捷地为用户服务捷地为用户服务。。

（杨杨）

范围更广、车型更多、收费更灵活

上汽荣威送电服务2.0升级上线

延锋汽车内饰
塞尔维亚工厂开业

1111月月2828日日，，延锋汽车内延锋汽车内

饰塞尔维亚工厂开业典礼在饰塞尔维亚工厂开业典礼在

塞尔维亚汽车城克拉古耶瓦塞尔维亚汽车城克拉古耶瓦

茨市举行茨市举行。。塞尔维亚总统武塞尔维亚总统武

契奇契奇、、克拉古耶瓦茨市市长克拉古耶瓦茨市市长

尼科利奇尼科利奇、、中国驻塞大使陈中国驻塞大使陈

波等出席波等出席。。

延锋汽车内饰塞尔维亚延锋汽车内饰塞尔维亚

工厂位于克拉古耶瓦茨市市工厂位于克拉古耶瓦茨市市

郊郊，，工厂配备了先进制造设工厂配备了先进制造设

备和运营专家团队备和运营专家团队，，主要为主要为

延锋汽车内饰在东欧地区的延锋汽车内饰在东欧地区的

其他工厂提供汽车内饰零其他工厂提供汽车内饰零

件件。。塞尔维亚工厂是延锋汽塞尔维亚工厂是延锋汽

车内饰全球布局的重要一车内饰全球布局的重要一

环环，，该工厂的成立将进一步该工厂的成立将进一步

扩大延锋汽车内饰在东欧地扩大延锋汽车内饰在东欧地

区的先进制造能力区的先进制造能力。。（宗何）

上汽荣威11月销量再创新高

20192019年年1111月月，，上汽荣威上汽荣威

累计销量达累计销量达 3762537625 辆辆，，销量销量

再创再创新高新高。。上上汽荣威旗下荣汽荣威旗下荣

威威 RXRX55、、荣 威荣 威 RXRX55 MAXMAX、、

荣威荣威ii55三大主力车型的月销三大主力车型的月销

量均突破量均突破11万辆万辆。。

上 市 仅 三 个 月上 市 仅 三 个 月 ，， 荣 威荣 威

RXRX55 MAXMAX 就连续两个月实就连续两个月实

现销量现销量““破万破万”，”，在整体低迷在整体低迷

的车市环境中的车市环境中““一枝独秀一枝独秀”，”，

成功在长期由合资车盘踞的成功在长期由合资车盘踞的

1515万元级万元级SUVSUV市场抢占了一市场抢占了一

席之地席之地。。荣威荣威RXRX55单车销量单车销量

轻松突破轻松突破 11 万辆万辆，，稳定的市稳定的市

场表现和口碑为其赢得了上场表现和口碑为其赢得了上

市三年累计销量超过市三年累计销量超过6060万辆万辆

的佳绩的佳绩，，成为全球销量最高成为全球销量最高

的互联网汽车的互联网汽车。。““新国民家新国民家

轿轿””荣威荣威 ii55 1111 月热销月热销 1004210042

辆辆，，环比增长环比增长1515..7373%%，，上市一上市一

年多来累计销量已超年多来累计销量已超 2020 万万

辆辆。。荣威轿车荣威轿车系列系列11--1111月销月销

售 近售 近 2020 万 辆万 辆 ，， 同 比 增 长同 比 增 长

6969..11%%。。 （乘文）

三大“爆款车”月销破万

11月销量同比劲增72.5%

上汽MAXUS月销量11连涨

20192019 年 以 来年 以 来 ，， 上 汽上 汽

MAXUSMAXUS 始 终 保始 终 保 持 畅 销 态持 畅 销 态

势势，，在在1111月又交出单月销售月又交出单月销售

1243912439辆辆、、同比劲增同比劲增7272..55%%的的

成绩单成绩单，，实现了实现了 11--1111 月单月单

月销量同比月销量同比1111连涨连涨。。不仅如不仅如

此此，，上汽上汽MAXUSMAXUS 前前 1111 个月个月

累计销量达到累计销量达到104585104585辆辆，，同同

比增长比增长3838..9797%%，，逆势跑赢市逆势跑赢市

场大盘场大盘。。

上汽上汽 MAXUSMAXUS 旗下大大旗下大大

的互联网的互联网 MPV GMPV G1010 PLUSPLUS、、

全全新旗舰新旗舰 MPV GMPV G2020 组成的组成的

中大型中大型MPVMPV车型组合车型组合，，1111月月

销量达到销量达到 29462946 辆辆，，同比增幅同比增幅

高达高达 5050%%。。同为同为 MPVMPV 阵营的阵营的

上汽上汽MAXUS GMAXUS G5050，，为用户提为用户提

供契合全家人需求的供契合全家人需求的幸福出幸福出

行体验行体验，，在在 1111 月取得了销量月取得了销量

29032903 辆的成绩辆的成绩，，展现出良好展现出良好

的市场号召力的市场号召力。。

（秋颖）

上汽与中国汽车流通协会
年终工作交流会举行

1212 月月 55 日日，，上汽集团与上汽集团与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年终工作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年终工作

交流会在上汽销售公司会议交流会在上汽销售公司会议

室举行室举行。。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中国汽车流通协会

会长沈进军会长沈进军、、上汽集团总裁上汽集团总裁

助理蔡宾等领导助理蔡宾等领导，，以及上汽以及上汽

各整车厂和经销商代表出席各整车厂和经销商代表出席

此次会议此次会议。。

会上会上，，各位嘉宾聚焦市各位嘉宾聚焦市

场趋势场趋势、、消费者的需求消费者的需求、、厂厂

商与经销商的痛点商与经销商的痛点，，以及汽以及汽

车产品的品质与技术等方车产品的品质与技术等方

面面，，结合自身的从业经验进结合自身的从业经验进

行深度交流行深度交流。。与会嘉宾一致认与会嘉宾一致认

为为，，在汽车行业变革中在汽车行业变革中，，厂商厂商

与经销商要以市场为导向与经销商要以市场为导向，，认认

真做好产品真做好产品，，调整销售节奏调整销售节奏，，

处理好供求关系处理好供求关系。。（阳天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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