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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汽大通MAXUS早餐车集结出发
99 月月 2828 日日，，100100 辆上汽辆上汽

大通大通MAXUSMAXUS早餐车奔赴上早餐车奔赴上

海全市各大热门商圈海全市各大热门商圈、、大型大型

街道和社区街道和社区，，赶在国庆节前赶在国庆节前

为市民带去美味便捷体验为市民带去美味便捷体验。。

继之前与百联集团合作继之前与百联集团合作

推出首批早餐车之后推出首批早餐车之后，，上汽上汽

大通再度联手光明大通再度联手光明、、盒小马盒小马、、

巴比巴比、、粮全其美等多家大型粮全其美等多家大型

食品及餐饮企业食品及餐饮企业，，并根据每并根据每

家企业不同的餐食经营需家企业不同的餐食经营需

求求，，量身定制相应的餐车量身定制相应的餐车。。

在食品安全方面在食品安全方面，，上汽上汽

大通大通MAXUSMAXUS早餐车售卖的早餐车售卖的

商品均现制现售商品均现制现售，，或者来自或者来自

现代化的中央厨房现代化的中央厨房，，由工厂由工厂

统一进行标准化生产及加统一进行标准化生产及加

工工，，低温冷链配送低温冷链配送，，溯源机溯源机

制完善制完善。。此外此外，，餐车内还配餐车内还配

备了紫外线消毒灯备了紫外线消毒灯、、抗菌地抗菌地

板板、、不锈钢工作台以及其他不锈钢工作台以及其他

专业的餐食加工设备专业的餐食加工设备，，定期定期

进行严格的清洗和消毒进行严格的清洗和消毒，，全全

方位保障食品安全方位保障食品安全。。（杨燕）

市民购买早餐将更便捷、更丰富、更健康

99 月月 2727 日日，，上汽集团党上汽集团党

委书记委书记、、董事长陈虹董事长陈虹，，副总副总

裁蓝青松一行来到上汽商用裁蓝青松一行来到上汽商用

车技术中心调研车技术中心调研。。

陈虹首先来到上汽商用陈虹首先来到上汽商用

车技术中心软件与智能中车技术中心软件与智能中

心心，，实车体验了最新的研发实车体验了最新的研发

成果成果，，包括成长式泊车包括成长式泊车、、蜘蜘

蛛智联蛛智联““网中网网中网”、”、无感蓝牙无感蓝牙

钥匙等产品钥匙等产品。。

今年北京车展今年北京车展，，上汽大上汽大

通发布搭载蜘蛛智联通发布搭载蜘蛛智联““网中网中

网网””系统的系统的 20212021 款款 GG2020、、最最

像房车的像房车的 MPV RGMPV RG2020、、全全

球 首 款 高 端 氢 燃 料 电 池球 首 款 高 端 氢 燃 料 电 池

MPV EUNIQMPV EUNIQ 77 三 款 产三 款 产

品品，，产品的车内环境智能调产品的车内环境智能调

整整、、全方位智能语音控制等全方位智能语音控制等

智能化功能受到广泛关注智能化功能受到广泛关注。。

随后随后，，陈虹来到硬件在陈虹来到硬件在

环试验室查看环试验室查看，，并体验了为并体验了为

旅 行 生 活 定 制 的旅 行 生 活 定 制 的 RGRG2020 和和

RVRV9090的升顶式卧房的升顶式卧房、、百变旅百变旅

行橱柜等功能行橱柜等功能。。

陈虹对上汽商用车技术陈虹对上汽商用车技术

中心的技术研发能力进步给中心的技术研发能力进步给

予肯定予肯定，，认为技术中心聚焦认为技术中心聚焦

软件技术能力提升的规划软件技术能力提升的规划，，

与上汽集团与上汽集团““软件定义汽软件定义汽

车车””的战略定位相吻合的战略定位相吻合。。

陈虹表示陈虹表示，，智能化是上智能化是上

汽商用车在汽商用车在““十四五十四五””期间期间

参与市场竞争参与市场竞争、、实现产品和实现产品和

品牌向上的关键品牌向上的关键。。上汽商用上汽商用

车技术中心要在建设好市场车技术中心要在建设好市场

化机制的同时化机制的同时，，针对商用车针对商用车

产品线长的特点产品线长的特点，，进一步做进一步做

好产品项目好产品项目，，从商用车特定从商用车特定

场景和用户需求出发场景和用户需求出发，，集中集中

资源资源，，把客户关切的产品优把客户关切的产品优

势功能做到极致势功能做到极致，，创造极致创造极致

体验体验。。 （宗何）

陈虹调研上汽商用车技术中心

把客户关切的产品功能做到极致

“2020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举行

上汽荣膺“全球新能源
汽车创新技术”奖

上海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召开，上汽荣获三项荣誉

展现中国精神 上海力量 上汽担当

99月月2929日日，，上海市抗击上海市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召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召

开开。。上汽集团基层党组织中上汽集团基层党组织中

共上汽安吉物流股份有限公共上汽安吉物流股份有限公

司委员会被授予司委员会被授予““上海市抗上海市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

和和““上海市先进基层党组上海市先进基层党组

织织””荣誉称号荣誉称号。。上汽通用武上汽通用武

汉分公司党委书记汉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总经理

达申申被评为达申申被评为““上海市抗击上海市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

上汽安吉物流在党建品牌上汽安吉物流在党建品牌

““安吉号安吉号””的引领下的引领下，，打赢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疫情防控阻击战。。

党委发出倡议书党委发出倡议书，，第一第一

时间成立疫情防控领导小时间成立疫情防控领导小

组组，，组建组建2727支抗疫党员突击支抗疫党员突击

队队。。11月月2424日起日起，，上汽安吉上汽安吉

物流开通了驰援武汉物流开通了驰援武汉 400400 热热

线线，，运送物资运送物资5454批批、、负压救负压救

护车护车 360360 辆辆、、警务用车警务用车 3030

辆辆、、医疗物资医疗物资10001000余吨余吨，，做做

上海援鄂医疗队的编外物流上海援鄂医疗队的编外物流

员员；；协助上海援疆总指挥部协助上海援疆总指挥部

紧急运送移动口罩车间紧急运送移动口罩车间、、核核

酸检测舱等入疆酸检测舱等入疆。。

上海市劳模上海市劳模、“、“全国五四全国五四

红旗团总支红旗团总支””等一批优秀党等一批优秀党

员及团员冲锋一线员及团员冲锋一线，，33 月复月复

产率达产率达9090%%，，保障上海市重保障上海市重

点项目上汽大众点项目上汽大众 MEBMEB 工厂工厂

如期试生产如期试生产；；发挥多式联运发挥多式联运

优势优势，，77 条新增铁路线条新增铁路线，，1717

架包机运送出口零部件架包机运送出口零部件，，2424

小时不间断进行码头作业小时不间断进行码头作业，，

2525艘安吉船的艘安吉船的462462名员工坚名员工坚

守两个月守两个月，，保证保证 1010 万余辆万余辆

““中国制造中国制造””汽车如期出口汽车如期出口。。

11月月2020日日，，达申申刚到达申申刚到

武汉上任就遇到新冠肺炎疫武汉上任就遇到新冠肺炎疫

情的严峻挑战情的严峻挑战。。在上汽集团在上汽集团

和公司总部的指导下和公司总部的指导下，，他带他带

领武汉分公司全体员工领武汉分公司全体员工，，齐齐

心协力心协力，，协同奋斗协同奋斗。。

11 月月 2323 日日 ，， 武 汉 市 封武 汉 市 封

城城，，达申申连续坚守达申申连续坚守 120120 多多

个日夜个日夜，，每天坚持到公司上每天坚持到公司上

班班，，和各部门的负责人进行和各部门的负责人进行

电话和视频工作会议电话和视频工作会议，，统筹统筹

推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各推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各

项工作项工作。。

进 入进 入 33 月月 ，， 他 果 断 决他 果 断 决

策策，，组建专项团队组建专项团队，，帮助配帮助配

套供应商解决复工套供应商解决复工审批审批、、员员

工返工返岗岗、、交通出行交通出行、、物流运输物流运输

等问题等问题，，仅用仅用2020天时间就取天时间就取

得了整车和发动机产量双双得了整车和发动机产量双双

““破万破万””的好成绩的好成绩。。44 月月 88 日日，，

武汉市解封的第一天武汉市解封的第一天，，公司公司

生产的雪佛兰探界者就通过生产的雪佛兰探界者就通过

““一带一路一带一路””铁路专线出口发铁路专线出口发

运乌兹别克斯坦运乌兹别克斯坦。。（（组文组文））

保障物资运输

拼搏复工复产

99 月月 2727 日 至日 至 3030 日日 ，，

““20202020 世 界 新 能 源 汽 车 大世 界 新 能 源 汽 车 大

会会””在海口举行在海口举行。。全国政协全国政协

副主席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中国科协主席、、世世

界新能源汽车大会主席万刚界新能源汽车大会主席万刚

来到上汽展台参观来到上汽展台参观。。

上汽集团旗下捷氢科技上汽集团旗下捷氢科技

的一体化大功率燃料电池系的一体化大功率燃料电池系

统技术荣膺统技术荣膺““全球新能源汽全球新能源汽

车创新技术车创新技术””奖奖。。该技术是该技术是

国内首创且应用于商用车国内首创且应用于商用车、、

乘用车双平台的燃料电池系乘用车双平台的燃料电池系

统技术统技术，，满足未来重点发展方满足未来重点发展方

向的中重型货车功率的需求向的中重型货车功率的需求。。

上汽集团总裁王晓秋在上汽集团总裁王晓秋在

本次大会上发表演讲本次大会上发表演讲，，向与向与

会来宾分享了上汽在新能源会来宾分享了上汽在新能源

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方面的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方面的

思考和布局思考和布局。。王晓秋表示王晓秋表示：：

““上汽将坚持在纯电动上汽将坚持在纯电动、、插电插电

混动混动、、燃料电池三条技术路燃料电池三条技术路

线上持续投入线上持续投入，，计划在计划在20252025

年前投放近年前投放近 100100 款新能源汽款新能源汽

车产品车产品，，其中包括近其中包括近6060款自款自

主品牌新能源车型主品牌新能源车型。”。”

王晓秋认为王晓秋认为，“，“中国新能中国新能

源汽车产业要继续发挥创新源汽车产业要继续发挥创新

‘‘先手棋先手棋’’优势优势，，形成形成‘‘增长增长

极极’’带动带动，，实现实现‘‘高质量高质量’’

发展发展，，必须以更开放必须以更开放、、创新创新

的举措来应对逆全球化的挑的举措来应对逆全球化的挑

战战，，在不确定的环境变化在不确定的环境变化

中中，，努力把握住确定的增长努力把握住确定的增长

机会机会。”。”

当前当前，，上汽正在开发全上汽正在开发全

新一代轻量化新一代轻量化、、模块化模块化、、平平

台化台化、、高安全等级的高安全等级的““三电三电””

核心技术和纯电动车产品专核心技术和纯电动车产品专

属架构属架构，，并把握并把握““软件定义汽软件定义汽

车车””的大趋势的大趋势，，加快电动化与加快电动化与

智能网联化技术的深度融合智能网联化技术的深度融合

开发开发。。在此过程中在此过程中，，上汽将上汽将

进一步拓展朋友圈进一步拓展朋友圈，，加强跨加强跨

界技术合作界技术合作，，对接各方技术对接各方技术

资源优势资源优势，，完善完善““三电三电””及智及智

能网联产业链布局能网联产业链布局，，共同分共同分

摊成本摊成本、、加快创新突破加快创新突破，，彻彻

底解决新能源汽车用户在续底解决新能源汽车用户在续

航里程航里程、、充电充电、、安全等方面安全等方面

的焦虑的焦虑，，显著提升新能源汽显著提升新能源汽

车产品的智能网联体验车产品的智能网联体验。。

今年前今年前 88 个月个月，，上汽实上汽实

现新能源汽车销量现新能源汽车销量 1010..55 万万

辆辆，，增速跑赢新能源汽车市增速跑赢新能源汽车市

场大盘近场大盘近2020个百分点个百分点。。上汽上汽

在海外市场的新能源汽车销在海外市场的新能源汽车销

量已成为重要的新增量量已成为重要的新增量，，今今

年累计销量已超过年累计销量已超过 11 万辆万辆，，

其中其中，，在标准严苛的欧洲市在标准严苛的欧洲市

场销售近场销售近80008000辆辆。。 （龚观）

““以上汽为傲以上汽为傲，，争当带货争当带货

先锋先锋。”。”99月月2929日日，，20202020年上年上

汽集团汽集团““车有惠车有惠””全员营销全员营销

决赛在上汽销售吉咖啡生活决赛在上汽销售吉咖啡生活

馆举行馆举行。。

十名青春洋溢的参赛选十名青春洋溢的参赛选

手身着印有手身着印有““乘风破浪上汽乘风破浪上汽

人人””的的 TT 恤衫恤衫，，在舞台上尽在舞台上尽

情展示实力与才华情展示实力与才华。。

据了解据了解，，自大赛开办以自大赛开办以

来来，，共有共有 100100 多名员工通过多名员工通过

网络报名网络报名，，提交带货视频参提交带货视频参

赛赛。。经过海选经过海选，，有有3838名员工名员工

进入进入““带货先锋创造营带货先锋创造营””深深

造造，，学习上汽品牌知识和带学习上汽品牌知识和带

货技巧货技巧。。最终最终，，十强选手从十强选手从

中脱颖而出中脱颖而出。。

选手们表示选手们表示，，由于平时由于平时

经常转发经常转发““车有惠车有惠””平台上平台上

的产品信息的产品信息，，自己已经是微自己已经是微

信朋友圈里有名的带货王信朋友圈里有名的带货王。。

能让更多人了解上汽产品能让更多人了解上汽产品，，

自己感到很骄傲自己感到很骄傲。。

本次大赛由上汽集团工本次大赛由上汽集团工

会会、、上汽集团团委和上海汽上汽集团团委和上海汽

车报社联合举办车报社联合举办。。 （贝塔）

人人争当上汽产品带货官

“车有惠”全员营销
技能大赛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