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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汽集团工会牵头由上汽集团工会牵头，，

““上汽职工之家上汽职工之家””微信平台推微信平台推

出的出的““上汽车有惠上汽车有惠””栏目自栏目自

20192019年年44月月11日上线以来日上线以来，，已已

吸引了近吸引了近 44 万名职工参与上万名职工参与上

汽品牌文章和车型传播汽品牌文章和车型传播，，栏栏

目总浏览量达目总浏览量达 142142..88 万人次万人次，，

扩散分享扩散分享““上汽车有惠上汽车有惠””品品

牌文章总数达牌文章总数达 524524 篇篇，，经员经员

工分享累计获得亲友阅读量工分享累计获得亲友阅读量

近近 6363..22 万人次万人次。。广大职工踊广大职工踊

跃通过该平台推荐亲友购买跃通过该平台推荐亲友购买

上汽旗下品牌车型上汽旗下品牌车型，，目前单目前单

人最高累计推荐亲友购车成人最高累计推荐亲友购车成

交量达交量达4444辆辆，，形成了全员营形成了全员营

销的浓郁氛围销的浓郁氛围。。

国内汽车市场自国内汽车市场自 20182018 年年

开始步入开始步入““寒冬寒冬”。”。20192019 年年，，

““跌幅更深跌幅更深、、寒意更浓寒意更浓”，”，上上

汽经济发展挑战加剧汽经济发展挑战加剧、、压力压力

陡增陡增。。如何凝心聚力如何凝心聚力、、攻坚攻坚

克难克难，，依靠广大职工的力量依靠广大职工的力量

““顶压拼搏顶压拼搏、、砥砺前行砥砺前行”，”，助助

推市场开拓推市场开拓，，是上汽工会一是上汽工会一

直在思考的问题直在思考的问题。。为应对市为应对市

场滑坡场滑坡，，发挥职工在促进企发挥职工在促进企

业发展中的主力军作用业发展中的主力军作用，，上上

汽工会推出了汽工会推出了““上汽车有上汽车有

惠惠””活动活动。。该活动集聚了品该活动集聚了品

牌展示牌展示、、车型信息等相关内车型信息等相关内

容容，，并设置了咨询并设置了咨询、、推荐亲推荐亲

友购车意向填写等功能友购车意向填写等功能。。活活

动一方面旨在发挥上汽全体动一方面旨在发挥上汽全体

职工的力量职工的力量，，自愿担任上汽自愿担任上汽

品牌宣传员品牌宣传员，，为扩大上汽品为扩大上汽品

牌影响力而发声牌影响力而发声；；另一方面另一方面

号召职工挖掘社交圈的潜力号召职工挖掘社交圈的潜力

及身边亲友中的购车潜客及身边亲友中的购车潜客，，

引导他们了解并选择上汽车引导他们了解并选择上汽车

型型。。

活动推出后活动推出后，，上汽广大上汽广大

职工积极行动职工积极行动，，利用各种渠利用各种渠

道传播上汽资讯道传播上汽资讯，，主动发掘主动发掘

身边线索并推荐购车身边线索并推荐购车。。同同

时时，，主动向亲友推荐上汽旗主动向亲友推荐上汽旗

下品牌车型下品牌车型，，涌现出一批传涌现出一批传

播达人和成交达人播达人和成交达人。。

根 据 上 汽 工 会根 据 上 汽 工 会 ““ 奋 斗奋 斗

20192019，，拓市场拓市场、、强品牌强品牌””立立

功竞赛评比奖励规则功竞赛评比奖励规则，，所有所有

推荐亲友购车成功的职工均推荐亲友购车成功的职工均

有奖励有奖励，，全年成交量达全年成交量达 55 辆辆

以上的职工另可获得年度的以上的职工另可获得年度的

表彰及嘉奖表彰及嘉奖。。20202020 年年，，该立该立

功竞赛还将继续开展功竞赛还将继续开展。。

陈虹董事长在陈虹董事长在11月月22日召日召

开的上汽干部大会上表示开的上汽干部大会上表示：：

““新的一年新的一年，，我们要大力倡导我们要大力倡导

‘‘真抓实干真抓实干’’的鲜明导向的鲜明导向，，聚聚

焦关键抓落实焦关键抓落实、、勇于攻坚抓勇于攻坚抓

落实落实、、主动求变抓落实主动求变抓落实，，在在

工作中狠抓落实工作中狠抓落实、、善作善善作善

成成，，就一定能在寒冬中就一定能在寒冬中‘‘千千

磨万击还坚劲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任尔东西南

北风北风’。”’。”

20202020 年年，，推广推广““上汽车上汽车

有惠有惠””活动的关键在于活动的关键在于““抓抓

落实落实、、出成效出成效。”。”上汽工会将上汽工会将

继续将这一活动深入推进继续将这一活动深入推进，，

加强与整车企业联动加强与整车企业联动，，最大最大

限度争取集团资源限度争取集团资源，，优化流优化流

程程，，进一步激发职工推广品进一步激发职工推广品

牌牌、、推介车辆的积极性和主推介车辆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动性，，营造全员参与营销营造全员参与营销、、

关心一线营销人员的氛围关心一线营销人员的氛围，，

推进上汽整车销量的增长推进上汽整车销量的增长。。

吸引近4万名职工参与传播，最高单人推荐购车成交量达44辆

“上汽车有惠”营造全员营销氛围

本报记者 林芸

““上汽车有惠上汽车有惠””活动取活动取

得的成绩离不开上汽职工的得的成绩离不开上汽职工的

共同努力共同努力，，其中也涌现了不其中也涌现了不

少成交达人和传播达人少成交达人和传播达人。。下下

面面，，就让我们走近这些达人就让我们走近这些达人

们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作为一名从事维修工作作为一名从事维修工作

的员工的员工，，在在““上汽车有惠上汽车有惠””

推荐亲友购车活动中推荐亲友购车活动中，，赵玉赵玉

龙获得了不俗成绩龙获得了不俗成绩。。他以向他以向

亲友推荐车辆亲友推荐车辆3535辆获得推荐辆获得推荐

亲友购车成交榜单第三名亲友购车成交榜单第三名。。

赵 玉 龙 表 示赵 玉 龙 表 示 ：“：“ 刚 开刚 开

始始，，我碰到的困难挺多的我碰到的困难挺多的，，

主要是亲友咨询的问题较主要是亲友咨询的问题较

多多，，还有就是有些人对自己还有就是有些人对自己

不信任不信任。。但既然选择了这条但既然选择了这条

路路，，我还是打算坚持下去我还是打算坚持下去。”。”

他觉得他觉得，，要消除亲友的要消除亲友的

疑虑疑虑，，取得他们的信任是关取得他们的信任是关

键键。。自己是上汽员工自己是上汽员工，，同样同样

也是一名上汽品牌车型的使也是一名上汽品牌车型的使

用者用者，，如果将自己的驾驶经如果将自己的驾驶经

验及用车体验与亲友进行分验及用车体验与亲友进行分

享享，，这样会更有说服力这样会更有说服力。。

有一次有一次，，赵玉龙凭借自赵玉龙凭借自

己的用车体验解答了一名车己的用车体验解答了一名车

友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友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促使促使

该车友购买了上汽品牌的车该车友购买了上汽品牌的车

辆辆。。之后之后，，这名车友将赵玉这名车友将赵玉

龙为其解答问题的聊天记录龙为其解答问题的聊天记录

分享到了微信朋友圈分享到了微信朋友圈，，并向并向

自己的亲友宣传所购买的品自己的亲友宣传所购买的品

牌车型牌车型。“。“口碑相传的效应口碑相传的效应

在这个时候就体现出来了在这个时候就体现出来了，，

我觉得非常荣幸和自豪我觉得非常荣幸和自豪。”。”

赵玉龙说赵玉龙说。。

另外另外，，赵玉龙觉得赵玉龙觉得，，自自

己取得的成绩也离不开公司己取得的成绩也离不开公司

对对““上汽车有惠上汽车有惠””活动的重活动的重

视视。“。“在我们武汉基地在我们武汉基地，，以以

品牌志愿者服务队活动为载品牌志愿者服务队活动为载

体体，，开展了开展了““车有惠车有惠””福利福利

购车信息传播分享购车信息传播分享、、自媒体自媒体

品牌维护宣传品牌维护宣传、、试驾新车型试驾新车型

等活动等活动。”。”赵玉龙说赵玉龙说。。

夏海飞是一名夏海飞是一名9090后后，，在在

““上汽车有惠上汽车有惠””推荐亲友购推荐亲友购

车成交榜单前五名中车成交榜单前五名中，，他是他是

唯一一位来自零部件企业的唯一一位来自零部件企业的

员工员工。。目前目前，，其个人向亲友其个人向亲友

推荐成交车辆达到了推荐成交车辆达到了1818辆辆。。

他觉得他觉得，，既然要推荐既然要推荐，，

那必须先让自己对上汽旗下那必须先让自己对上汽旗下

每一款车型都有深入的了每一款车型都有深入的了

解解。“。“除了上汽的品牌车型除了上汽的品牌车型

外外，，其他品牌车型也会涉其他品牌车型也会涉

及及。。我在推荐时我在推荐时，，会在与其会在与其

他品牌车型对比过程中他品牌车型对比过程中，，将将

上汽品牌的车型优势展现出上汽品牌的车型优势展现出

来来。”。”夏海飞说夏海飞说，“，“亲友们最亲友们最

看中的还是汽车质量看中的还是汽车质量。”。”

夏海飞告诉记者夏海飞告诉记者，，他有他有

位朋友本打算购买某款日系位朋友本打算购买某款日系

车车，，因为价格原因未能敲因为价格原因未能敲

定定，，便让他推荐一辆动力出便让他推荐一辆动力出

众众、、时尚运动的车型时尚运动的车型。“。“我我

给他推荐了上汽名爵给他推荐了上汽名爵 66，，特特

别是对该产品质量做了重点别是对该产品质量做了重点

介绍介绍，，还分享了一些还分享了一些‘‘上汽上汽

车友惠车友惠’’里名爵里名爵 66 的文章的文章。。

朋友看了后觉得不错朋友看了后觉得不错，，便去便去

44SS店试驾店试驾，，两天就把车给订两天就把车给订

了下来了下来。。我只是给他们一些我只是给他们一些

建议建议，，最终他能选择上汽的最终他能选择上汽的

车型还是离不开产品质量车型还是离不开产品质量。”。”

作为一名一线操作工作为一名一线操作工，，

夏海飞觉得夏海飞觉得，，他的推荐经验他的推荐经验

是 将 产 品 质 量 放 在 首 位是 将 产 品 质 量 放 在 首 位 。。

““产品质量与我的本职工作产品质量与我的本职工作

是息息相关的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在推荐所以在推荐

车型时车型时，，我会更加注重将上我会更加注重将上

汽如何对产品质量进行把关汽如何对产品质量进行把关

的内容传递出去的内容传递出去。。除了微信除了微信

朋友圈朋友圈，，我还会关注一些与我还会关注一些与

汽车有关的平台汽车有关的平台。。在我的影在我的影

响下响下，，身边已有很多同事也身边已有很多同事也

加入到推荐队伍中加入到推荐队伍中。”。”

来自上汽商用车技术中来自上汽商用车技术中

心的试验认证与管理工程师心的试验认证与管理工程师

沈峰获得了传播达人冠军沈峰获得了传播达人冠军，，

通过他进行传播的通过他进行传播的““上汽车上汽车

有惠有惠””内容累计阅读量达内容累计阅读量达

58175817。。沈峰告诉记者沈峰告诉记者，，自从自从

20162016年入职上汽商用车技术年入职上汽商用车技术

中心后中心后，，他一直在给亲友宣他一直在给亲友宣

传上汽的产品传上汽的产品。。20192019 年年 44 月月

““ 上 汽 车 有 惠上 汽 车 有 惠 ”” 栏 目 上 线栏 目 上 线

后后，，他随即将其转发到微信他随即将其转发到微信

朋友圈朋友圈，，然后开启了他的品然后开启了他的品

牌牌、、车型传播之路车型传播之路。。

身为一名工程师身为一名工程师，，沈峰沈峰

会在宣传过程中给亲友讲解会在宣传过程中给亲友讲解

一些整车开发的过程一些整车开发的过程，，或者或者

是他们没接触过的事物是他们没接触过的事物，，这这

样会更加吸引人样会更加吸引人。“。“比如比如，，

我曾经在老家回上海的车上我曾经在老家回上海的车上

与一位老乡聊上汽大通的产与一位老乡聊上汽大通的产

品品，，我就专门给他讲上汽大我就专门给他讲上汽大

通的通的CC22BB定制理念定制理念，，吸引了吸引了

好几位乘客的浓厚兴趣好几位乘客的浓厚兴趣。”。”

沈峰说沈峰说。。

平常平常，，沈峰主要通过微沈峰主要通过微

信群及微信朋友圈传播上汽信群及微信朋友圈传播上汽

的产品的产品。。他觉得他觉得，，可以在群可以在群

聊过程中见缝插针式地推聊过程中见缝插针式地推

广广，，这样水到渠成的传播更这样水到渠成的传播更

有效果有效果。。比如比如，，群里有人讨群里有人讨

论特斯拉论特斯拉、、蔚来等热门电动蔚来等热门电动

车时车时，，他顺势告诉群友上汽他顺势告诉群友上汽

的某一款电动车也很优秀的某一款电动车也很优秀，，

然后找一条该车型的相关链然后找一条该车型的相关链

接发送过去接发送过去，，自然而然地就自然而然地就

能开启新一轮的聊天能开启新一轮的聊天。。

作为传播达人作为传播达人，，沈峰还沈峰还

有以下两条传播心得与大家有以下两条传播心得与大家

分享分享：：一是选择比较好的推一是选择比较好的推

文发到微信朋友圈文发到微信朋友圈，，并加上并加上

自己简短的评论自己简短的评论；；二是与朋二是与朋

友聊天讨论上汽产品时友聊天讨论上汽产品时，，顺顺

便提一下自己的微信朋友圈便提一下自己的微信朋友圈

里有几条相关链接里有几条相关链接，，如果对如果对

方有兴趣便可以立即转发过方有兴趣便可以立即转发过

去去，，吸引对方去关注吸引对方去关注。。

走近“上汽车有惠”
成交及传播达人

成交达人 赵玉龙

所属企业：上汽通用汽车武

汉分公司

以车友身份进行推荐

成交达人 夏海飞

所属企业：上柴公司下属上

海菱重增压器有限公司

用户最关注产品质量

见缝插针式推广

传播达人 沈峰

所属企业：上汽商用车技术

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