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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干部大会精神系列评论之二

本报记者 甘文嘉

2019 年度十大网络用

语公布。其中，“是个狼

人”入选。“是个狼人”由

“是个狠人”演变而来，意

思 是 “ 比 狠 人 再 狠 ‘ 一

点’”，现在通常用来指某

人做事不给自己留余地，往

往能死里逃生、出奇制胜，

竞争力特别强。

任正非“是个狼人”。

在 他 的 带 领 下 ， 20 多 年

来，华为取得了骄人的业

绩，在中国企业史上可谓是

一个独一无二的例子。在刚

刚过去的 2019 年，华为抵

挡住了美国疯狂的打压，业

绩再创历史新高，这不可不

谓奇迹。华为之所以有如此

成就，离不开“狼性文化”。

华为认为狼是企业学习的榜

样，要向狼学习“狼性”，

即要有狼的勇气、狼的果

断、狼的团队精神，更重要

的是要有像狼一样在残酷的

野外环境中的生存本领。

乔 布 斯 也 “ 是 个 狼

人”。从创办苹果公司到推

出 iPhone 系列手机，乔布

斯的每一步都是变“不可

能”为“可能”，每一步都

是创造奇迹。普通人和乔布

斯的差距在哪儿？是机会眼

光、超越意志、组织动员能

力的差距。

2019 年，面对低迷的

汽车市场，上汽集团展现出

实干的精神和砥砺前行的姿

态，自主品牌跑赢大盘，出

口和海外销售以及新能源汽

车销售也都实现了百分比两

位数增长，成为“寒冬”中

振奋人心的亮点。上汽大通

以 亮 剑 精 神 战 “ 寒 冬 ”，

MAXUS （迈克萨斯） 汽车

销量连续 12 个月上涨。在

智能网联方面，5G 自动驾

驶重卡项目在第二届进博会

期间顺利完成演示并启动示

范运营，这在全球范围内尚

属首次。

对 于 2020 年 车 市 走

势，在业内大多数机构及行

业专家谨慎的态度下，上汽

集团出人意料地提出了要实

现正增长的目标。这不得不

说是对自己“狠”了一点。

面对“企业经营战寒冬，创

新发展闯关卡”的关键时

期，在今年年初召开的年度

干部大会上，陈虹董事长要

求广大干部坚定信心、奋发

有为，在工作中狠抓落实、

善作善成。

狼能够在比自己凶猛、

强壮的动物面前获得最终的

胜利，一个强大的、团结的

团队是重要原因。一个执行

力强大的狼性团队，离不开

头狼，它是狼群的优秀代表

和象征，更是狼群的核心所

在。人们在羡慕华为高管高

薪酬的时候，也应看到华为

严苛的考核规则。华为有丰

厚的激励政策，但也有不留

情面的惩罚措施，比如降职

降薪、末位淘汰等。

狠抓落实、善作善成，

要靠个人自觉，也要有制度

保障。干部队伍的善作善

成，体现在以考核和激励为

抓手的融合推进。在陈虹的

报告中，今年对干部的考

核，有两个引人注目的地

方，一是注重加强考核结果

的综合运用并向“高绩效”

倾斜，加大干部薪酬的浮动

部分占比；二是明确每年考

核结果中“基本称职”干部

的人数比例，并视个人情况

的不同，做出相应的岗位调

整。

今天的上汽，仍然应该

是 一 个 庞 大 的 “ 创 业 团

队”。这样一支团队，需要

充足的创业热情、创业智慧

和创业氛围，需要具体务

实、有创造力的创业行动。

胡萝卜与大棒并举，淘汰不

合适的，最终留下的是战斗

力超强的狼性团队。

善作善成，从网络用语“是个狼人”说开去

11 月月 1212 日日，“，“20202020 中国中国

电动汽车百人会电动汽车百人会””高层论坛高层论坛

在北京举行在北京举行，，上汽集团总裁上汽集团总裁

王晓秋对于中国新能源汽车王晓秋对于中国新能源汽车

的未来发展提出了的未来发展提出了““蓄势蓄势、、

融创融创、、竞合竞合””三点倡议三点倡议，，他他

表示表示：“：“希望政府能够积蓄希望政府能够积蓄

各方力量各方力量，，保持住来之不易保持住来之不易

的发展势头的发展势头；；企业要加快融企业要加快融

合创新步伐合创新步伐，，提升用户体验提升用户体验

价值价值；；产业要加强竞争者之产业要加强竞争者之

间的开放合作间的开放合作，，通过合作竞通过合作竞

争实现合作共赢争实现合作共赢”。”。

王晓秋表示王晓秋表示，，对于企业对于企业

而言而言，，一是要聚焦用户当前一是要聚焦用户当前

最为关切的新能源汽车里程最为关切的新能源汽车里程

焦虑焦虑、、充电焦虑充电焦虑、、安全焦安全焦

虑虑，，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产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产

品的质量性能和安全水平品的质量性能和安全水平。。

以上汽为例以上汽为例，，去年名爵去年名爵EZSEZS

成为历史上首款获得成为历史上首款获得 EuroEuro

NCAPNCAP五星安全认证的纯电五星安全认证的纯电

动小型动小型SUVSUV，，单一车型出口单一车型出口

欧洲超过欧洲超过 1000010000 辆辆，，创下中创下中

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发达国家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发达国家

的历史纪录的历史纪录。。

二是要加大跨界技术融二是要加大跨界技术融

合合，，努力打造具有颠覆性的努力打造具有颠覆性的

出行新物种出行新物种，，有效解决用户有效解决用户

场景化的出行痛点场景化的出行痛点，，提升用提升用

户的产品体验户的产品体验。。20192019年年，，上上

汽发布了全球首款达到汽发布了全球首款达到 LL33

级智能驾驶水平的智能纯电级智能驾驶水平的智能纯电

动 轿 跑动 轿 跑 SUVSUV 荣 威荣 威 MarvelMarvel

X ProX Pro。。同时同时，，上汽还率先上汽还率先

实现氢燃料电池乘用车和商实现氢燃料电池乘用车和商

用车产品的商业化运行用车产品的商业化运行。。

三是要加强产品三是要加强产品、、服服

务务、、商业模式的融合创新商业模式的融合创新，，

充分利用金融工具链和数据充分利用金融工具链和数据

业务链业务链，，打通新能源汽车购打通新能源汽车购

车车、、保险保险、、租赁租赁、、保养保养、、维维

修修、、二手车二手车、、残值回收等全残值回收等全

业务链业务链，，建立覆盖全生命周建立覆盖全生命周

期的服务方案期的服务方案，，增强用户的增强用户的

服务价值体验服务价值体验”。”。20192019 年年，，

上汽集团创新性地打造了包上汽集团创新性地打造了包

括技术平台括技术平台、、运营车辆运营车辆、、维维

修保养修保养、、金融信贷金融信贷、、专业保专业保

险等在内的网约车整体解决险等在内的网约车整体解决

方案方案。。上汽享道出行新能源上汽享道出行新能源

网约车服务已在网约车服务已在66座城市运座城市运

营营，，注册用户数量超过注册用户数量超过 700700

万万，，用户满意度高达用户满意度高达9898%%。。

未来未来，，上汽将以更加开上汽将以更加开

放包容的姿态与国内外车企放包容的姿态与国内外车企

以及创新型科技公司加强合以及创新型科技公司加强合

作作，，实现共赢发展实现共赢发展。。（宫观）

直面中国新能源汽车未来发展

上汽提出“蓄势、融创、竞合”发展倡议
11 月月 1616 日日，，华域汽车旗华域汽车旗

下的延锋汽车饰件系统有限下的延锋汽车饰件系统有限

公司公司、、上海汽车制动系统有上海汽车制动系统有

限公司限公司、、华域科尔本施密特华域科尔本施密特

活塞有限公司活塞有限公司、、华域动力总华域动力总

成部件系统有限公司成部件系统有限公司、、华域华域

皮尔博格泵技术有限公司皮尔博格泵技术有限公司，，

华域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华域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与上汽安吉物流签署了共建与上汽安吉物流签署了共建

上汽货运出行平台战略合作上汽货运出行平台战略合作

协议协议。。上汽集团总裁王晓上汽集团总裁王晓

秋秋、、上汽集团总裁助理兼移上汽集团总裁助理兼移

动出行和服务事业部总经理动出行和服务事业部总经理

蔡宾蔡宾、、华域汽车总经理张海华域汽车总经理张海

涛涛、、上汽安吉物流总经理王上汽安吉物流总经理王

泽民等领导出席签约仪式泽民等领导出席签约仪式。。

20192019 年是国内车市年是国内车市““寒寒

意意””渐浓的一年渐浓的一年。。王晓秋表王晓秋表

示示，，华域汽车旗下数家零部华域汽车旗下数家零部

件独立供应商企业和上汽安件独立供应商企业和上汽安

吉物流作为集团内部兄弟企吉物流作为集团内部兄弟企

业能达成战略合作业能达成战略合作，，这是我这是我

们期盼已久的们期盼已久的，，此举将进一此举将进一

步巩固各方的合作伙伴关步巩固各方的合作伙伴关

系系，，并将增强各方在零部件并将增强各方在零部件

制造与物流领域的优势制造与物流领域的优势。。在在

上汽货运出行平台的建设上汽货运出行平台的建设

中中，，各方要统一思想各方要统一思想，，各业各业

务板块也应进一步发挥融合务板块也应进一步发挥融合

优势优势，，协同共进协同共进。。

此次战略合作此次战略合作，，华域汽华域汽

车和上汽安吉物流将充分共车和上汽安吉物流将充分共

享在生产制造享在生产制造、、货物流通等货物流通等

领域的资源和经验领域的资源和经验，，使双方使双方

的合作达到的合作达到““效率上效率上 11++11>>

22，，成本上成本上 11++11<<22””的效果的效果。。

同时同时，，双方将着眼于未来双方将着眼于未来，，

在做强存量在做强存量、、做大增量的业做大增量的业

务机会面前紧密合作务机会面前紧密合作，，开拓开拓

出新的合作方式出新的合作方式，，擦出新的擦出新的

火花火花。。一方面一方面，，华域汽车可华域汽车可

以通过利用上汽安吉物流在以通过利用上汽安吉物流在

汽车物流供应链上的规模效汽车物流供应链上的规模效

应应，，在入厂在入厂、、运输以及进出运输以及进出

口物流等领域更广泛地开展口物流等领域更广泛地开展

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另一另一

方面方面，，双方将通过有效利用双方将通过有效利用

供应商资源以及信息化供应商资源以及信息化、、自自

动化技术进一步降低运作成动化技术进一步降低运作成

本本，，共享规模效应共享规模效应，，为进一为进一

步促进集团内零部件企业与步促进集团内零部件企业与

服务贸易企业的共同发展起服务贸易企业的共同发展起

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据悉据悉，，自自20182018年起年起，，华华

域汽车就与上汽安吉物流展域汽车就与上汽安吉物流展

开战略层面的合作开战略层面的合作。。除了当除了当

天签署战略合作的这些公天签署战略合作的这些公

司司，，目前目前，，上汽安吉物流还上汽安吉物流还

与华域旗下的华域汽车车身与华域旗下的华域汽车车身

零件有限公司零件有限公司、、上海中国弹上海中国弹

簧制造有限公司簧制造有限公司、、上海实业上海实业

交通电气有限公司交通电气有限公司、、上海联上海联

谊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谊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上上

海汇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都海汇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都

达成了战略合作协定达成了战略合作协定。。

华域汽车与上汽安吉物华域汽车与上汽安吉物

流的协同共建是上汽集团流的协同共建是上汽集团

““化挑战为机遇化挑战为机遇，，转寒冬为行转寒冬为行

动动””的例证的例证，，双方的强强联双方的强强联

手将进一步巩固彼此的合作手将进一步巩固彼此的合作

伙伴关系伙伴关系，，增强各自在零部增强各自在零部

件制造与物流领域的优势件制造与物流领域的优势，，

最大化促进双方的互利共赢最大化促进双方的互利共赢。。

（宗何）

华域汽车与上汽安吉物流战略合作

加快推动
上汽货运出行平台建设

秉承着秉承着““强强联合强强联合、、合合

作共赢作共赢””的理念的理念，，上汽大通上汽大通

汽车有限公司汽车有限公司、、上海汽车集上海汽车集

团财务有限公司团财务有限公司、、交通银行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银团银团

贷款协议贷款协议》，》，这是上汽大通这是上汽大通

快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快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

里程碑里程碑，，标志着六方银企合标志着六方银企合

作迈进新阶段作迈进新阶段。。上汽集团副上汽集团副

总裁蓝青松总裁蓝青松、、上汽集团副总上汽集团副总

裁卫勇裁卫勇、、上汽集团财务部总上汽集团财务部总

经理顾晓琼经理顾晓琼、、上汽大通总经上汽大通总经

理王瑞理王瑞，，上汽大通上汽大通、、上汽财上汽财

务公司务公司、、交通银行上海市分交通银行上海市分

行行、、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

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和农业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和农业

银行上海市分行的相关领导银行上海市分行的相关领导

出席了此次签约仪式出席了此次签约仪式。。

本次银团贷款总额度为本次银团贷款总额度为

5050亿元人民币亿元人民币，，由上汽财务由上汽财务

公司担任牵头行公司担任牵头行，，交通银行交通银行

担任安排行和代理行担任安排行和代理行、、工商工商

银行担任联合牵头行银行担任联合牵头行、、农业农业

银行和中国银行为参贷行银行和中国银行为参贷行。。

随着业务规模随着业务规模、、战略布局的战略布局的

不断扩大不断扩大，，上汽大通越发需上汽大通越发需

要构建自己的融资渠道要构建自己的融资渠道，，确确

保资金安全保资金安全，，保障公司经保障公司经

营营。。

银团的筹建仅是第一银团的筹建仅是第一

步步，，放眼未来放眼未来，，上汽大通将上汽大通将

以此为契机以此为契机，，不断迭代升级不断迭代升级

丰富产品线丰富产品线，，提升品牌知名提升品牌知名

度和市场竞争力度和市场竞争力，，锐意进锐意进

取取、、开拓海内外市场开拓海内外市场，，实现实现

中长期的经营目标中长期的经营目标。。

(宗何)

上汽大通人民币银团贷款协议签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