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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汽跃进品牌“百日振兴”见实招

“这不是一款车，它是新物种”

新宝骏E300新年新登场
2020年将发布13款新品，冲刺6万辆销量目标

本报记者 严瑶

““这不是一款车这不是一款车。”。”上上

汽通用五菱前瞻设计中心汽通用五菱前瞻设计中心

总经理高陈炜总经理高陈炜，，新宝骏新宝骏

EE300300的设计师于第一时间的设计师于第一时间

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条消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条消

息息：“：“它是一个能感知它是一个能感知、、

能连接能连接、、能成长能成长，，并陪伴并陪伴

你出行的新物种你出行的新物种。”。”

11 月月 1313 日日，，在新宝骏在新宝骏

““跨界融合跨界融合，，创造出行新创造出行新

生活生活””发布会上发布会上，，全球首全球首

款搭载款搭载 HUAWEI HiCarHUAWEI HiCar

智慧互联系统的量产汽车智慧互联系统的量产汽车

RC-RC-66 亮相的同时亮相的同时，，首款首款

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EE300300也展现在也展现在

众人的面前众人的面前。。这是这是““广西广西

模式模式””发展下发展下，，上汽通用上汽通用

五菱又一新能源汽车力作五菱又一新能源汽车力作

EE300300的首次亮相的首次亮相。。

““太可爱了太可爱了！”！”参加发参加发

布会的一位经销商投资人布会的一位经销商投资人

说说：“：“没想到看上去有些没想到看上去有些

呆萌的电动车呆萌的电动车，，居然还这居然还这

么 智 能么 智 能 。”。” 通 过 语 音 控通 过 语 音 控

制制，，开车聊微信只要张张开车聊微信只要张张

嘴嘴，，新年发红包还能及时新年发红包还能及时

抢抢———新宝骏—新宝骏EE300300一登场一登场

就引来了众人的关注就引来了众人的关注。。

舞台上舞台上，，刚刚亮相的刚刚亮相的

新宝骏新宝骏 EE300300 亮起了亮起了““回回””

字型大灯字型大灯。“。“我们从来没我们从来没

有仅仅把它当成一辆车有仅仅把它当成一辆车，，

包括在未来的包括在未来的

营销中也营销中也

不会把它当做一辆传统不会把它当做一辆传统

车车。”。”新宝骏首席营销官新宝骏首席营销官

付昊开门见山付昊开门见山：“：“它是新它是新

宝骏直联用户的产物宝骏直联用户的产物，，是是

我们思考用户需要什么的我们思考用户需要什么的

一种结果一种结果。”。”

此 次 亮 相 的 新 宝 骏此 次 亮 相 的 新 宝 骏

EE300300 在延续在延续““星际几何星际几何””

家族化设计语言的同时家族化设计语言的同时，，

通过颠覆传统设计框架的通过颠覆传统设计框架的

外观造型外观造型，，给人以极具未给人以极具未

来科技感的视觉呈现来科技感的视觉呈现。。此此

次推出的新宝骏次推出的新宝骏EE300300会有会有

大量的赋能大量的赋能，“，“这款全新这款全新

打造的新车型打造的新车型，，集成了新集成了新

宝骏品牌在移动智能空间宝骏品牌在移动智能空间

内打造的智能驾驶内打造的智能驾驶、、智能智能

网联网联、、万物互联万物互联、、无人驾无人驾

驶驶、、智能辅助驾驶方面所智能辅助驾驶方面所

有的前端技术有的前端技术，，将以超低将以超低

出行成本以及灵活车身出行成本以及灵活车身，，

成为真正解决出行需求的成为真正解决出行需求的

新物种新物种。”。”

去年去年，，上汽通用五菱上汽通用五菱

的智能化汽车产品销量达的智能化汽车产品销量达

到了到了1616万辆万辆，，新宝骏品牌新宝骏品牌

逐步建立起完整的产品逐步建立起完整的产品

群群，，以手机赋能智能汽车以手机赋能智能汽车

的方式的方式，，成为当年乘用车成为当年乘用车

细分市场上让人意外的黑细分市场上让人意外的黑

马马。。这个诞生仅半年多时这个诞生仅半年多时

间的新品牌间的新品牌，，帮助上汽通帮助上汽通

用五菱踏入了用五菱踏入了““十万元十万元””

级乘用车行列级乘用车行列，，实现了实现了

““质质””的飞跃的飞跃。。

近日近日，，凭借凭借 20192019 年度的年度的

优异表现优异表现，，上汽财务公司收上汽财务公司收

获多个行业大奖获多个行业大奖。。11 月月 22 日日，，

中 国 外 汇 交 易 中 心 公 布中 国 外 汇 交 易 中 心 公 布

““20192019年度银行间本币市场评年度银行间本币市场评

优公告优公告”，”，上汽财务公司荣获上汽财务公司荣获

““最佳进步奖最佳进步奖”；”；同日同日，，中央中央

国债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国债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以以

下简称下简称““中债登中债登”）”） 发布发布

““20192019年度中债成员综合评定年度中债成员综合评定

名单名单”，”，上汽财务公司荣获上汽财务公司荣获

““优秀优秀 ABSABS 发起机构发起机构””奖项奖项；；

此外此外，，上汽财务还荣登中国上汽财务还荣登中国

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20192019

年度银行间本币市场交易年度银行间本币市场交易300300

强强””榜单榜单。。

20192019 年度银行间本币市年度银行间本币市

场评优旨在鼓励和表彰先场评优旨在鼓励和表彰先

进进，，促进市场持续健康发促进市场持续健康发

展展。。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根据机构的交易成绩心根据机构的交易成绩、、信信

用等级用等级，，以及对市场建设的以及对市场建设的

贡献情况进行综合评定贡献情况进行综合评定。。评评

优机构名单中优机构名单中，，仅有两家财仅有两家财

务公司获奖务公司获奖，，上汽财务公司上汽财务公司

是其中之一是其中之一。。本次上汽财务本次上汽财务

公司获评银行间本币市场公司获评银行间本币市场

““最佳进步奖最佳进步奖”，”，凝聚了上汽凝聚了上汽

财务各相关部门的辛勤付财务各相关部门的辛勤付

出出，，也充分体现了公司在银也充分体现了公司在银

行间市场交易获得市场及同行间市场交易获得市场及同

业机构的肯定业机构的肯定。。

““20192019年度中债成员综合年度中债成员综合

评定名单评定名单””每年开展一次每年开展一次。。

其中其中，“，“优秀优秀 ABSABS 发行机构发行机构

奖奖””由中债登根据本年度由中债登根据本年度

ABSABS 发行量发行量、、市场影响力市场影响力、、

创新性创新性、、发行方式发行方式、、诚信评诚信评

价五个方面的专家评审团打价五个方面的专家评审团打

分分，，以及业务流程配合度以及业务流程配合度、、

信息披露合规性信息披露合规性、、发行现场发行现场

表现三个方面的相关业务岗表现三个方面的相关业务岗

位打分位打分，，筛选出总分排名在筛选出总分排名在

前的机构作为本年度优秀前的机构作为本年度优秀

ABSABS 发起机构发起机构。。在此次公布在此次公布

的的““优秀优秀 ABSABS 发起机构发起机构””十十

强名单中强名单中，，上汽财务公司是上汽财务公司是

唯一一家获此荣誉的财务公唯一一家获此荣誉的财务公

司司。。20192019 年年，，上汽财务公司上汽财务公司

总共发行完成四期资产支持总共发行完成四期资产支持

证券证券，，总发行规模达总发行规模达 300300 亿亿

元元，，是是 20192019 年整个车贷年整个车贷 ABSABS

市场最大的发起人市场最大的发起人。。同时同时，，

其还创下去年发行市场的四其还创下去年发行市场的四

个个““最最”：”：单个发起人发行数单个发起人发行数

量最多量最多、、累计发行规模最累计发行规模最

大大、、单笔出售资产规模最大单笔出售资产规模最大

和发行利率历史最低和发行利率历史最低。。

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

布的布的““20192019 年度银行间本币年度银行间本币

市场交易市场交易300300强强””榜单中仅有榜单中仅有

55家财务公司家财务公司，，上汽财务公司上汽财务公司

是唯一一家地方国企财务公是唯一一家地方国企财务公

司司。。20192019 年度年度，，上汽财务公上汽财务公

司的交易量超过司的交易量超过 22..88 万亿元万亿元。。

公司挖掘业务潜力公司挖掘业务潜力，，积极拓积极拓

展交易对手展交易对手，，整合同业资整合同业资

源源，，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

重点挖掘银行间投资品种与重点挖掘银行间投资品种与

投资模式的赢利点投资模式的赢利点，，提升公提升公

司的市场知名度与影响力司的市场知名度与影响力，，

提高资金回报提高资金回报；；同时同时，，积极积极

维护公司在银行间市场诚信维护公司在银行间市场诚信

守约的良好形象守约的良好形象，，进一步拓进一步拓

展展 ABSABS 融资朋友圈融资朋友圈，，达到降达到降

本增效双重效果本增效双重效果。。 (尚才宣)

11 月月 1111 日日--1212 日日，，广广

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十二届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十二届

三次会议三次会议、、十三届人大三十三届人大三

次会议在广西人民会堂召次会议在广西人民会堂召

开开。。上汽通用五菱旗下新上汽通用五菱旗下新

宝骏智能家族中的宝骏智能家族中的 RM-RM-

55、、RS-RS-33、、RC-RC-66、、RS-RS-55

入选入选 20202020 年广西年广西““两会两会””

公务车公务车，，为与会代表提供为与会代表提供

智能智能、、安全的用车服务安全的用车服务。。

新宝骏智能家族相较于传新宝骏智能家族相较于传

统汽车统汽车，，从外观从外观、、内饰装内饰装

备到核心技术都拥有革命备到核心技术都拥有革命

性的蜕变性的蜕变，，树立起智能网树立起智能网

联领域的新标杆联领域的新标杆，，这与广这与广

西西““两会两会””提出的提出的““智智

造造””理念不谋而合理念不谋而合。。

本次广西壮族自治区本次广西壮族自治区

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首设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首设

““委员议事委员议事””集中采访集中采访，，上上

汽通用五菱党委书记汽通用五菱党委书记、、副副

总经理姚佐平作为与会委总经理姚佐平作为与会委

员走上红毯员走上红毯，，以以““创新改创新改

变格局变格局””的热点话题进行的热点话题进行

发言发言。。姚佐平在发言中表姚佐平在发言中表

示示：“：“新四化新四化””是汽车产业是汽车产业

未来发展的大趋势未来发展的大趋势，，上汽上汽

通用五菱把它作为稳增通用五菱把它作为稳增

长长、、促转型促转型、、谋发展的重谋发展的重

要抓手要抓手。。目前目前，，上汽通用上汽通用

五菱已携手华为五菱已携手华为、、中国移中国移

动共同打造了全国第一条动共同打造了全国第一条

具有具有55GG通信通信、、VV22XX、、智能智能

驾控驾控、、无人驾驶的智能网无人驾驶的智能网

联开放测试道路联开放测试道路；；携手小携手小

米米、、苏宁苏宁、、博泰推进跨界博泰推进跨界

融合融合，，打造智能移动空打造智能移动空

间间。。这些举措让上汽通用这些举措让上汽通用

五菱旗下的新宝骏产品五菱旗下的新宝骏产品，，

特别是电动汽车产品的特别是电动汽车产品的

““新四化新四化””水平走在了全国水平走在了全国

前列前列。。 （黄茹）

本报记者 严瑶

巨大的时钟出现在会场巨大的时钟出现在会场

大屏幕上大屏幕上，，距离上汽大通南距离上汽大通南

京分公司完成京分公司完成““百日振兴百日振兴””

项目还有项目还有 4545 天天。。去年去年 1111 月月

起起，，以上汽集团副总裁蓝青以上汽集团副总裁蓝青

松为组长的松为组长的““百日振兴百日振兴””项项

目目，，在企业内部深入开展在企业内部深入开展，，

尤其在组织架构尤其在组织架构、、员工思想员工思想

上形成了一场自我革命式的上形成了一场自我革命式的

转变转变。。

11 月月 1313 日日，，在上汽大通在上汽大通

南京分公司南京分公司 20202020 年商务年会年商务年会

上上，，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施轶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施轶

才表示才表示，，上汽大通南京分公上汽大通南京分公

司正通过司正通过““百日振兴百日振兴””的的实实

施施，，不断推进营销体系变革不断推进营销体系变革，，

““20202020 年年，，上汽跃进品牌将挑上汽跃进品牌将挑

战销战销售目标售目标66万辆万辆，，市场占有市场占有

率提升到率提升到55..55%%。”。”

跨进跨进 20202020 年年，，对上汽跃对上汽跃

进品牌来说进品牌来说，，面对的是背水面对的是背水

一战的局势一战的局势。。蓝青松表示蓝青松表示：：

““今年今年，，上汽跃进团队要和经上汽跃进团队要和经

销商销商、、服务商一起服务商一起，，更加专更加专

注市场注市场，，用两年时间迅速进用两年时间迅速进

入发展快车道入发展快车道，，脱离市场边脱离市场边

缘化的品牌印象缘化的品牌印象。”。”

本次商务年会虽是对过本次商务年会虽是对过

去一年的工作总结去一年的工作总结，，但更像但更像

是一次针对产品结构是一次针对产品结构、、网络网络

管理管理、、品牌推广等各项工作品牌推广等各项工作

的研讨会的研讨会，，也是一场也是一场““开局开局

即冲刺即冲刺””的誓师动员会的誓师动员会。。

20192019 年年，，上汽跃进把握上汽跃进把握

消费升级消费升级、、新能源等增量机新能源等增量机

遇遇，，陆续推出多款蓝牌轻量陆续推出多款蓝牌轻量

化新品化新品；；在电动化在电动化、、智能网智能网

联化领域也动作频频联化领域也动作频频，，第二第二

代新能源汽车产品陆续试销代新能源汽车产品陆续试销

并定向投放并定向投放、、智能驾驶作业智能驾驶作业

车启动示范运营车启动示范运营、、燃料电池燃料电池

车项目按计划进行车项目按计划进行。。

尽管如此尽管如此，，上汽跃进品牌上汽跃进品牌

的整体运营状态与集团的任的整体运营状态与集团的任

务目标相比务目标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仍有较大差距。。

在上汽集团的指导下在上汽集团的指导下，，一场一场

名为名为““百日振兴百日振兴””的项目在的项目在

公司内部发酵公司内部发酵，，蓝青松在会蓝青松在会

上直指问题上直指问题：“：“上汽跃进的体上汽跃进的体

系能力仍不够强系能力仍不够强，，能力背后能力背后

其实是团队建设的问题其实是团队建设的问题。”。”

这些天里这些天里，，上汽跃进围上汽跃进围

绕企业核心指标绕企业核心指标，，优化项目优化项目

管理机制管理机制，，在市场营销在市场营销、、产产

品研发品研发、、降本增效降本增效、、组织优组织优

化等八大方面不断加快体系化等八大方面不断加快体系

变革变革，，提升运营质量提升运营质量，，从而从而

带动销量提升带动销量提升。。

上汽大通南京分公司总上汽大通南京分公司总

经理王瑞表示经理王瑞表示：“：“跃进团队要跃进团队要

以以‘‘百日振兴百日振兴’’为突破口为突破口，，

以刮骨疗伤的态度以刮骨疗伤的态度、、坚定自坚定自

信的精神状态信的精神状态，，挑战全年挑战全年66万万

辆销量目标辆销量目标。”。”

““小时候就看到满街的跃小时候就看到满街的跃

进车在跑进车在跑，，它伴随着我长它伴随着我长

大大，，因此我对跃进品牌很有因此我对跃进品牌很有

感情感情。”。”一位经销商告诉记一位经销商告诉记

者者：“：“今年今年，，我们决心把跃进我们决心把跃进

品牌在河南地区的销量翻品牌在河南地区的销量翻

番番，，有信心完成主机厂交给有信心完成主机厂交给

我们的任务我们的任务。”。”

调任上汽跃进品牌不久调任上汽跃进品牌不久

的施轶才号召团队的施轶才号召团队：“：“众人划众人划

桨才能更快前进桨才能更快前进。”。”为实现为实现

20202020 年年 66 万辆销量目标万辆销量目标，，上上

汽跃进将重点从汽跃进将重点从““强化市场强化市场

和经营意识和经营意识、、深入推进营销深入推进营销

变革变革、、新品密集上市新品密集上市、、创新创新

产品竞争力产品竞争力、、持续提升组织持续提升组织

效能效能””55大方面着手大方面着手。。

比如比如，，今年上汽跃进品今年上汽跃进品

牌还将招募牌还将招募 5050 名产品体验名产品体验

官官，，每个营销区域直联每个营销区域直联500500个个

客户客户。。渠道管理方面渠道管理方面，，其不其不

断建立和完善经销商星级评断建立和完善经销商星级评

比体系比体系，，打造标杆经销商打造标杆经销商，，对对

低星级经销商业务进行整改低星级经销商业务进行整改。。

产品布局方面产品布局方面，，施轶才施轶才

指出指出：“：“上汽跃进品牌将以城上汽跃进品牌将以城

际际、、城市城市、、城郊城郊、、城乡四大城乡四大

细分市场为导向细分市场为导向，，全面梳理全面梳理

产品开发和投放计划产品开发和投放计划。”。”目目

前前，，跃进全新第六代轻卡快跃进全新第六代轻卡快

运运HH500500产品正计划以崭新的产品正计划以崭新的

面貌登场面貌登场。。

上汽财务公司获多个行业大奖上汽财务公司获多个行业大奖

新宝骏实力护航广西“两会”

“百日振兴”加速前进

合力共赢才能跃向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