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0月18日
责任编辑 邹勇 美编 须拯特别策划05

立足立足““进进”“”“实实”“”“拼拼””，，奋力冲刺年度目标奋力冲刺年度目标

本报记者 邹勇

1010 月月 1010 日日，，记者走进记者走进

刚开业的上汽大众上海冠众刚开业的上汽大众上海冠众

44SS店店。。虽然当前汽车经销商虽然当前汽车经销商

的经营压力巨大的经营压力巨大，，但车市迅但车市迅

速回暖给这家全新的上汽大速回暖给这家全新的上汽大

众众44SS店增添了信心店增添了信心。。

““我们店在我们店在 1010 月月 88 日正日正

式开业式开业，，从从 55 月月 11 日试营业日试营业

开始开始，，店里的销售数据每月店里的销售数据每月

都在递增都在递增。。99 月份月份，，我们的我们的

销量达到销量达到 141141 辆辆。。国庆长假国庆长假

期间期间，，我们参加了上海浦东我们参加了上海浦东

车展车展，，在收获订单的同时在收获订单的同时，，

还增加了很多意向客户还增加了很多意向客户，，预预

计计 1010 月份的销量会更好月份的销量会更好。。””

上汽大众上海冠众上汽大众上海冠众44SS店销售店销售

部负责人告诉记者部负责人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记者了解到，，位于上海位于上海

浦东南汇的上汽大众上海冠浦东南汇的上汽大众上海冠

众众44SS店所在的位置原先是一店所在的位置原先是一

家比亚迪家比亚迪44SS店店，，按照上汽大按照上汽大

众大众品牌的标准进行改建众大众品牌的标准进行改建

后后，，全新展厅采用开放全新展厅采用开放、、通通

透的空间设计透的空间设计，，打破区域隔打破区域隔

断断，，营造出宽敞营造出宽敞、、明亮的舒明亮的舒

适空间适空间，，购车环境让人感觉购车环境让人感觉

很舒服很舒服。。

同时同时，，上海冠众还配备上海冠众还配备

了先进的数字化科技了先进的数字化科技，，客户客户

可通过移动终端了解车型信可通过移动终端了解车型信

息息，，并选择自己喜欢的外并选择自己喜欢的外

观观、、内饰内饰、、颜色颜色、、配置等配置等，，

从而拥有更好的购车体验从而拥有更好的购车体验。。

记者注意到记者注意到，，上海冠众上海冠众

的展厅拥有专属新能源汽车的展厅拥有专属新能源汽车

展 区展 区 ，， 不 仅 展 示 帕 萨 特不 仅 展 示 帕 萨 特

PHEVPHEV 等新能源车型等新能源车型，，也为也为

上汽大众首款上汽大众首款 MEBMEB 平台打平台打

造的全新电动车型造的全新电动车型ID.ID.44做好做好

了充分准备了充分准备。。

““虽然新店刚开业虽然新店刚开业，，但但

我们一直在想办法拓展客户我们一直在想办法拓展客户

资源资源，，做到做到‘‘周周有活动周周有活动’’

‘‘月月有外展月月有外展’’。。这个月这个月，，我我

们策划了购车节抢购活动和们策划了购车节抢购活动和

商圈外展活动商圈外展活动，，通过线上通过线上、、

线下联动吸引客户到店线下联动吸引客户到店 ，，

争取更多订单争取更多订单。。””上汽大众上汽大众

上海冠众上海冠众44SS店市场部负责人店市场部负责人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上海冠众填补了上汽上海冠众填补了上汽

大众大众品牌网络在浦东南大众大众品牌网络在浦东南

汇地区的空白汇地区的空白，，并辐射整个并辐射整个

临港地区临港地区，，将促进大众品牌将促进大众品牌

在上海地区的销售在上海地区的销售。。同时同时，，

上汽大众将为这一区域的客上汽大众将为这一区域的客

户提供优质售后服务户提供优质售后服务，，提升提升

上汽大上汽大众的品牌形象众的品牌形象。。””上汽上汽

大众大众品牌华东分销中心大众大众品牌华东分销中心

总经总经理顾明远表示理顾明远表示。。

目前目前，，上汽大众大众品上汽大众大众品

牌在上海地区共有牌在上海地区共有4343家授权家授权

经销商经销商，，动态看既有新加入动态看既有新加入

的经销商的经销商，，也有退出的经销也有退出的经销

商商，，但上海地区经销商数量但上海地区经销商数量

基本上保持稳定基本上保持稳定。。

在顾明远看来在顾明远看来，，上汽大上汽大

众经销商网络建设追求的是众经销商网络建设追求的是

质量而不是数量质量而不是数量。。““上海地上海地

区大众品牌区大众品牌20202020年年11--99月市月市

占率达到占率达到 99..4545%%。。虽然受疫虽然受疫

情影响情影响，，但还是牢牢占据上但还是牢牢占据上

海市场第一名海市场第一名。。99 月月，，上海上海

地区大众品牌市占率达到地区大众品牌市占率达到

99..5151%%，，同比增加了同比增加了00..3636%%。。””

在不断变化的市场形势在不断变化的市场形势

下下，，上汽大众经销商正不断上汽大众经销商正不断

加强自身服务能力加强自身服务能力，，提高客提高客

户满意度户满意度，，全力冲刺大众品全力冲刺大众品

牌全年销售目标牌全年销售目标。。

首席记者 阮希琼

一上午一上午，，好几名销售顾好几名销售顾

问来到东昌别克问来到东昌别克44SS店总经理店总经理

刘纯秀的办公室签单刘纯秀的办公室签单，，采访采访

过程中过程中，，她的手机频繁地响她的手机频繁地响

起起，，有咨询买车的有咨询买车的，，有要她有要她

为客户调配车源的为客户调配车源的，，还有与还有与

她商讨如何做好线上直播她商讨如何做好线上直播

的的。。

在国庆长假的一周时间在国庆长假的一周时间

里里，，这家店卖了这家店卖了 6767 辆车辆车。。

“‘“‘金九银十金九银十’’回来的感觉回来的感觉

真的太好了真的太好了。。””店里的一名店里的一名

销售顾问感叹销售顾问感叹。。

试乘试驾试乘试驾、、洽谈洽谈、、签签

单单、、参与外展参与外展、、电话回访电话回访

……对于东昌别克……对于东昌别克44SS店的销店的销

售顾问来说售顾问来说，，这个忙碌的黄这个忙碌的黄

金周早已提前到来金周早已提前到来，，每天连每天连

轴转的状态已经持续了一个轴转的状态已经持续了一个

多月多月。。

原来原来，，他们早在他们早在99月月1919

日就开启了日就开启了““双节双节””活动活动。。

““国庆长假期间会有很多上国庆长假期间会有很多上

海人出去旅游海人出去旅游，，所以我们想所以我们想

提前挖掘一波需求提前挖掘一波需求。。””刘纯刘纯

秀说秀说 ，，““我们推出一个活我们推出一个活

动动，，客户付客户付9999元意向金元意向金，，只只

要到店看车要到店看车，，我们都会送一我们都会送一

个个20002000元的拉杆箱元的拉杆箱，，通过这通过这

个活动邀约高意向客户到个活动邀约高意向客户到

店店。。这个活动刚开始没两这个活动刚开始没两

天天，，我们就卖了我们就卖了6060多辆车多辆车。。””

““早上带客户看车早上带客户看车，，晚晚

上就打电话回访上就打电话回访，，还和其他还和其他

同事交换着打同事交换着打，，把每一个基把每一个基

盘客户都盘点一遍盘客户都盘点一遍，，每天最每天最

起码忙到晚上八点半起码忙到晚上八点半。。””回回

忆起这段时间忆起这段时间，，一位销售顾一位销售顾

问颇为感慨问颇为感慨。。

虽然忙碌虽然忙碌，，但国庆长假但国庆长假

期间期间，，销售顾问们时不时会销售顾问们时不时会

有些小惊喜有些小惊喜。。““有一位顾客有一位顾客

就住在我们店附近就住在我们店附近，，一年多一年多

来来，，他几乎每周都来我们店他几乎每周都来我们店

里逛逛里逛逛。。每次他来店里每次他来店里，，我我

们都会很耐心地为他介绍新们都会很耐心地为他介绍新

车车，，每一位销售顾问都认识每一位销售顾问都认识

他他。。没想到的是没想到的是，，他在国庆他在国庆

节下单订了一辆昂科旗节下单订了一辆昂科旗。。””

1010 月月 11 日日 ，， 凯 迪 拉 克凯 迪 拉 克

CTCT44 被装扮成一个神秘礼被装扮成一个神秘礼

盒盒，，““空降空降””在长宁来福士在长宁来福士

广场广场。。在电子火焰的围绕在电子火焰的围绕

中中，，夜色下的红色凯迪拉克夜色下的红色凯迪拉克

异常吸人眼球异常吸人眼球，，很多来往行很多来往行

人不禁上前一探究竟人不禁上前一探究竟，，还有还有

不少不少““网红网红””打卡拍照打卡拍照。。现现

场还有精彩的表演场还有精彩的表演，，场面非场面非

常火爆常火爆。。

““国庆长假期间国庆长假期间，，我们我们

别克品牌启动了商场巡展别克品牌启动了商场巡展、、

车展车展、、直播等多种活动直播等多种活动，，其其

中中，，总部主导活动总部主导活动 211211 场场、、

区域主打活动区域主打活动 120120 场场、、经销经销

商活动商活动 35163516 场场，，直播直播 36993699

场场，，日均收获客户意向数量日均收获客户意向数量

都破万都破万。。””上汽通用别克品上汽通用别克品

牌相关负责人说牌相关负责人说。。

填补空白填补空白，，每一份订单都带来增量每一份订单都带来增量

■ 上汽大众全新4S店开业

620620公里长续航公里长续航
让客户心动让客户心动

■ 探访R标首家体验中心

过节忙碌过节忙碌，，是一份特殊的快乐是一份特殊的快乐

走访市场一线走访市场一线

■ 上汽通用开足马力冲刺订单

本报记者 张渊源

““许先生许先生，，我知道您我知道您

的顾虑的顾虑，，但是关于我们但是关于我们

这款这款 ERER66 的电池质量的电池质量，，

您可以放心您可以放心，，我们提供我们提供

终身终身‘‘三电三电’’质保和终质保和终

身 整 车 质 保身 整 车 质 保 。。 对 于 质对 于 质

量量，，我们非常有信心我们非常有信心。。””

当记者走进位于上海南当记者走进位于上海南

方商城的全国首家方商城的全国首家RR标标

体验中心时体验中心时，，销售人员销售人员

正在向顾客介绍新车正在向顾客介绍新车。。

介绍完后介绍完后，，他们就去试他们就去试

乘试驾了乘试驾了。。

作为上汽新零售体作为上汽新零售体

系落地的首款产品系落地的首款产品，，上上

汽汽RR标标ERER66自自88月月1313日日

上市以来上市以来，，已经有已经有 22 个个

月了月了，，消费者对于新的消费者对于新的

销售方式有什么评价销售方式有什么评价？？

对服务质量认不认可对服务质量认不认可？？

对车辆性能满不满意对车辆性能满不满意？？

““其实其实，，顾客最关心顾客最关心

的还是续航里程的还是续航里程，，因为因为

这款车有这款车有 620620 公里的高公里的高

续 航 里 程续 航 里 程 ，， 可 以 跑 高可 以 跑 高

速速，，所以很多消费者还所以很多消费者还

是很心动的是很心动的。。此外此外，，还还

有终身有终身‘‘三电三电’’质保质保、、

终身整车质保终身整车质保、、终身免终身免

费基础保养和终身免费费基础保养和终身免费

基础流量这基础流量这 44 大终身保大终身保

障服务也是很吸引顾客障服务也是很吸引顾客

的的，，这样他们买好车后这样他们买好车后

就不用操心了就不用操心了。。””在谈到在谈到

ERER66 哪里最吸引消费者哪里最吸引消费者

时时，，RR 标南方商城体验标南方商城体验

中心的曹店长和记者说中心的曹店长和记者说

道道。。据记者了解据记者了解，，自上自上

市以来市以来，，这家体验中心这家体验中心

已经收获了已经收获了 220220 多份订多份订

单单，，平均每个月有平均每个月有 100100

单的成交量单的成交量，，这对于一这对于一

个新品牌来说个新品牌来说，，是非常是非常

不错的成绩不错的成绩。。

曹 店 长 还 告 诉 记曹 店 长 还 告 诉 记

者者，，现在体验中心在工现在体验中心在工

作日平均每天会接待作日平均每天会接待2020

组左右的顾客组左右的顾客，，而双休而双休

日会达到日会达到 4040--5050 组组，，平平

均每天有均每天有 33--44 单的成交单的成交

量量。。顾客除了对车辆性顾客除了对车辆性

能比较满意外能比较满意外，，对于对于 RR

标的新零售模式和工作标的新零售模式和工作

人员的服务质量也非常人员的服务质量也非常

认可认可。。““我们现在可以提我们现在可以提

供上门试驾服务供上门试驾服务，，从这从这

两个月的情况来看两个月的情况来看，，越越

来越多的消费者也希望来越多的消费者也希望

能提供上门试驾服务能提供上门试驾服务，，

当客户预约成功后当客户预约成功后，，我我

们就会把车开到他家或们就会把车开到他家或

者单位里者单位里，，提供半个小提供半个小

时左右的试驾体验时左右的试驾体验。。从从

我这里的数据来看我这里的数据来看，，只只

要是上门试驾的要是上门试驾的，，基本基本

上都能签单上都能签单。。””

““我对我对 ERER66 很感兴很感兴

趣趣，，这辆车整体的驾驶这辆车整体的驾驶

体验非常不错体验非常不错，，620620 公公

里的续航里程对我来说里的续航里程对我来说

已经足够了已经足够了。。””刚刚完成刚刚完成

试乘试驾的许先生告诉试乘试驾的许先生告诉

记者记者。。

据统计据统计，，目前上海目前上海

地区的地区的ERER66订单数已经订单数已经

超过了超过了 400400 份份，，不少车不少车

主正等待着新车交付主正等待着新车交付。。

记者得知记者得知，，位于东安路位于东安路

的的RR标上海交付中心已标上海交付中心已

在在 ““ 十 一十 一 ”” 长 假 后 启长 假 后 启

用用，，开始了有条不紊的开始了有条不紊的

交付工作交付工作。。

记者来到现场后看记者来到现场后看

到到，，交付中心楼上交付中心楼上、、楼楼

下共有下共有 1515 个交付车位个交付车位，，

不少车辆正在进行充电不少车辆正在进行充电

工作工作。。交付中心负责人交付中心负责人

潘云告诉记者潘云告诉记者，，在在 ERER66

交付车主前交付车主前，，会对车辆会对车辆

进行两次进行两次 PDIPDI 检测检测，，保保

证新车质量证新车质量。。““我们在交我们在交

车之前都会把车辆的电车之前都会把车辆的电

池充满池充满，，并根据车主的并根据车主的

时间安排时间安排，，灵活调度各灵活调度各

交付车辆的位置交付车辆的位置，，保证保证

积压订单及时交付积压订单及时交付。。””

更好的购车体验

高质量发展销售网络

提前到来的黄金周
多彩活动人气火爆

新零售模式受认可

有条不紊忙交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