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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评

拼的含义

本报记者 顾行成

拼：一个字，两层

含义。“拼，一边携手，

一边并进；拼，是豁出

去，是在拼搏中提升自

我，超越自我。拼这个

字，展现了一种团结向

上的姿态，也成为一个

超越自我的过程。”武汉

中海庭的一名员工如是

说。

类似的话，很多人

也许都听过。但对于武

汉中海庭的员工来说，

在共同经历了那么一段

特殊的日子之后，在努

力 摆 脱 疫 情 的 种 种 影

响，加速追赶失去的时

光之时，他们对“拼”

字 的 理 解 ， 比 起 其 他

人，可能会来得更加深

刻。

（相关报道详见P5）

未来5年，上汽将把欧洲打造成为“十万辆级”市场

上汽首条欧洲自营航线启航
首席记者 李修惠

1100 月月 2020 日日 ，，一 艘 名 为一 艘 名 为

““SAISAIC ANJI PHC ANJI PHOENIXOENIX””上上

汽安吉凤凰号汽安吉凤凰号的大型国际滚的大型国际滚

装船停靠在上海海通码头装船停靠在上海海通码头

旁旁，，随着一辆辆上汽制造的随着一辆辆上汽制造的

新车装载上船新车装载上船，，上汽集团宣上汽集团宣

布欧洲自营航线首发启航布欧洲自营航线首发启航。。

上汽集团董事长陈虹上汽集团董事长陈虹、、上汽上汽

集团总裁王晓秋等领导出席集团总裁王晓秋等领导出席

了仪式了仪式。。

据悉据悉，，上汽安吉凤凰号上汽安吉凤凰号

是上汽集团旗下运载量最大是上汽集团旗下运载量最大

的汽车滚装船的汽车滚装船，，油耗较同类油耗较同类

船型低船型低 1010%%以上以上。。记者了解记者了解

到到，，上汽安吉凤凰号将搭载上汽安吉凤凰号将搭载

近近 18001800 辆辆 MGMG 新能源汽车驶新能源汽车驶

向欧洲向欧洲。。同时同时，，上汽正式发上汽正式发

布布 20252025 年欧洲市场目标年欧洲市场目标：：至至

20252025 年年，，在全球车企巨头重在全球车企巨头重

兵布阵的欧洲兵布阵的欧洲，，上汽自主品上汽自主品

牌市场规模力争突破牌市场规模力争突破““十万十万

辆级辆级””。。

上汽集团总裁王晓秋表上汽集团总裁王晓秋表

示示：：““今年突如其来的疫情今年突如其来的疫情，，

对全球汽车市场造成了巨大对全球汽车市场造成了巨大

冲击冲击，，面对更加艰难的国际面对更加艰难的国际

经营环境经营环境，，上汽将砥砺前上汽将砥砺前

行行、、破难奋进破难奋进，，力争在海外力争在海外

市场拓展上取得新成绩市场拓展上取得新成绩。。””作作

为中国单一汽车品牌出口冠为中国单一汽车品牌出口冠

军军，，今年今年，，上汽上汽 MGMG 品牌已品牌已

在欧洲实现销量近在欧洲实现销量近22万辆万辆，，其其

中新能源汽车产品占比接近中新能源汽车产品占比接近

5050%%。。

近年来近年来，，上汽在持续深上汽在持续深

耕国内市场的同时耕国内市场的同时，，加快推加快推

进国际化经营布局进国际化经营布局。。王晓秋王晓秋

指出指出，，上汽的海外发展有三上汽的海外发展有三

大亮点大亮点：：一是份额更高一是份额更高。。11--99

月上汽海外销量超过月上汽海外销量超过 2222 万万

辆辆，，占今年中国车企海外总占今年中国车企海外总

销量的比例约为销量的比例约为 3434%%，，相比相比

20192019 年和年和 20182018 年又提高了年又提高了 11

个百分点和个百分点和77..44个百分点个百分点。。二二

是结构更优是结构更优。。11--99 月月，，上汽上汽

自主品牌海外销量达自主品牌海外销量达 1414 万万

辆辆，，同比增长近同比增长近 2525%%，，比行比行

业平均增速高出业平均增速高出 4040 个百分个百分

点点。。三是品牌更响三是品牌更响。。上汽的上汽的

电动车产品已在荷兰电动车产品已在荷兰、、英国英国

排名细分市场前三排名细分市场前三；；智能网智能网

联汽车产品已在印度联汽车产品已在印度、、泰国泰国

成为网红成为网红；；此次装船发运的此次装船发运的

MG EZS EVMG EZS EV 是中国首款是中国首款进进

入欧洲市场的五星安全纯电入欧洲市场的五星安全纯电

动动 SUVSUV。。同时同时，，上汽还通过上汽还通过

新品新品““云发布云发布””、、网点网点““云开云开

业业””、、紧急空运保障国际供应紧急空运保障国际供应

链链、、捐赠防疫物资等举措捐赠防疫物资等举措，，

积极应对海外疫情影响积极应对海外疫情影响，，从从

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品质保证品质保证、、社会社会

责任履行等不同角度责任履行等不同角度，，诠释诠释

了上汽国际化的品牌价值了上汽国际化的品牌价值。。

据悉据悉，，本次开通的欧洲本次开通的欧洲

航线航线，，是上汽继东南亚是上汽继东南亚、、墨墨

西哥西哥、、南美洲后的第四条自南美洲后的第四条自

营航线营航线。。这意味着这意味着，，随着上随着上

汽国际化发展的提速汽国际化发展的提速，，更安更安

全全、、更高效的全球供应链体更高效的全球供应链体

系也正在逐渐成型系也正在逐渐成型。。

在在 1010 月月 2222 日日--2323 日举行日举行

的的 20202020 ““ 浦 江 创 新 论 坛浦 江 创 新 论 坛 ””

上上，，上汽集团以论坛战略合上汽集团以论坛战略合

作伙伴的身份作伙伴的身份，，携旗下全球携旗下全球

首款氢燃料电池首款氢燃料电池MPVMPV上汽大上汽大

通通MAXUS EUNIQMAXUS EUNIQ 77、、科技科技

豪华豪华 MPVMPV 荣威荣威 iMAXiMAX88、、““燃燃

动科技动科技 SUVSUV””名爵领航等创名爵领航等创

新产品登场亮相新产品登场亮相，，代表代表““上上

海制造海制造””大秀科技创新魅大秀科技创新魅

力力。。同时同时，，荣威荣威 ee950950 和和 eiei66

PLUSPLUS 插电混动轿车插电混动轿车、、大通大通

MAXUS GMAXUS G1010 MPVMPV、、 大 通大 通

MAXUS VMAXUS V8080 轻客轻客、、申沃客申沃客

车作为指定接待用车车作为指定接待用车，，将为将为

浦江创新论坛提供服务浦江创新论坛提供服务。。

活动现场活动现场，，99月底正式上月底正式上

市的全球首款氢燃料电池市的全球首款氢燃料电池

MPVMPV上汽大通上汽大通MAXUS EUMAXUS EU--

NIQNIQ 77 吸 引 了 不 少 人 的 目吸 引 了 不 少 人 的 目

光光。。这款车搭载了上汽捷氢这款车搭载了上汽捷氢

科技第三代燃料电池系统科技第三代燃料电池系统

PROME PPROME P390390，，功率功率、、功率功率

密度和低温启动等各项技术密度和低温启动等各项技术

指标均比肩以丰田指标均比肩以丰田、、现代为现代为

代表的全球顶尖水平代表的全球顶尖水平。。

面对科技发展大趋势面对科技发展大趋势，，

上汽积极贯彻落实新发展理上汽积极贯彻落实新发展理

念念，，坚持以自主创新为抓坚持以自主创新为抓

手手。。近年来近年来，，上汽将造车工上汽将造车工

艺与互联网技术深度融合艺与互联网技术深度融合，，

联合阿里巴巴集团合作推出联合阿里巴巴集团合作推出

互联网汽车新概念互联网汽车新概念，，互联网互联网

汽车产品四年累计销量将近汽车产品四年累计销量将近

200200万辆万辆。。 （恭关）

氢能源、智能座舱、智能驾驶

上汽创新产品助阵浦江创新论坛

1010月月2020日日，，上汽集团携上汽集团携

手上海烟草集团向四川手上海烟草集团向四川、、陕陕

西两地共捐赠西两地共捐赠1818辆上汽大通辆上汽大通

MAXUS VMAXUS V8080 监 护 型 救 护监 护 型 救 护

车车，，用于提升区域急救水用于提升区域急救水

平平、、支持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支持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上汽大通以定制化上汽大通以定制化、、数数

字化理念为核心字化理念为核心，，持续提供持续提供

用户需要及满意的产品用户需要及满意的产品。。本本

次捐赠的救护车次捐赠的救护车，，以以 VV8080 宽宽

体轻客为基础打造体轻客为基础打造。。””上汽集上汽集

团副总裁蓝青松表示团副总裁蓝青松表示。。

四川四川、、陕西部分地区地陕西部分地区地

形崎岖复杂形崎岖复杂，，山路险峻山路险峻，，加加

上地处自然灾害多发区域上地处自然灾害多发区域，，

因此对医疗急救车的动力因此对医疗急救车的动力、、

空间空间、、舒适度以及通过性要舒适度以及通过性要

求更高求更高。。只有综合性能优只有综合性能优

异异、、质量过硬的急救车辆质量过硬的急救车辆，，

才能更安全才能更安全、、高效地承担起高效地承担起

受助地区的医疗急救工作受助地区的医疗急救工作。。

上汽大通上汽大通 MAXUS VMAXUS V8080

监护型救护车是上汽大通结监护型救护车是上汽大通结

合国内医疗特点合国内医疗特点，，专为医疗专为医疗

急救工作定制设计的一款最急救工作定制设计的一款最

新型救护车新型救护车。。这款车充分发这款车充分发

挥出挥出 CC22BB 智能定制模式的优智能定制模式的优

势势，，针对医护人员抢救病人针对医护人员抢救病人

的特殊需求进行了急救舱独的特殊需求进行了急救舱独

立隔离等专业的医疗布置立隔离等专业的医疗布置，，

营造了宽敞的救护空间营造了宽敞的救护空间。。

20122012 年至今年至今，，上汽集团上汽集团

携手上海烟草集团先后向青携手上海烟草集团先后向青

海海、、西藏西藏、、陕西等地捐赠上陕西等地捐赠上

汽大通汽大通 MAXUS VMAXUS V8080 校车和校车和

救护车已达救护车已达250250余辆余辆。。（陈辰）

上汽集团携手上海烟草集团
向四川、陕西捐赠爱心救护车

本报通讯员 邬天颖

1010月月1818日日，，20202020年上年上

汽集团职业技能竞赛部分汽集团职业技能竞赛部分

竞赛项目在上汽培训中心竞赛项目在上汽培训中心

举行举行。。本次竞赛由上汽集本次竞赛由上汽集

团人力资源部团人力资源部、、工会工会、、培培

训中心和团委联合举办训中心和团委联合举办。。

赛事设置上突出赛事设置上突出““职业新职业新

技能技能、、技术新四化技术新四化、、管理管理

新业态新业态””三大主题三大主题，，共设共设

有竞赛项目有竞赛项目 1515 项项，，包括包括 22

项全国级别竞赛项全国级别竞赛、、33 项上项上

海市级竞赛和海市级竞赛和1010项上汽集项上汽集

团层级竞赛项目团层级竞赛项目。。此前此前，，

已有部分项目提前进行已有部分项目提前进行。。

与往年相比与往年相比，，此次竞此次竞

赛新增了无人驾驶智能汽赛新增了无人驾驶智能汽

车竞赛项目车竞赛项目。。参赛选手必参赛选手必

须在规定时间内对智能小须在规定时间内对智能小

车的机械结构车的机械结构、、电子系电子系

统统、、运算模块进行安装和运算模块进行安装和

测试测试，，并调整代码参数并调整代码参数，，

控制小车在赛道上根据道控制小车在赛道上根据道

路情况有序行驶路情况有序行驶。。竞赛依竞赛依

托智能驾驶小车试验平托智能驾驶小车试验平

台台，，结合软硬件操作结合软硬件操作，，以以

实战操作为主实战操作为主，，从而提高从而提高

选手的动手实践能力选手的动手实践能力。。

近年来近年来，，上汽集团非上汽集团非

常重视技术人才的选拔和常重视技术人才的选拔和

培养培养，，围绕围绕““新四化新四化””和和

企业数字化转型企业数字化转型，，努力打努力打

造出一支素质优良造出一支素质优良、、专业专业

技术过硬的技能人才队技术过硬的技能人才队

伍伍，，为上汽可持续发展提为上汽可持续发展提

供坚强的人才保障供坚强的人才保障。。

（详见P15)

2020年上汽集团
职业技能竞赛进行时

伴随着上海彩虹室内伴随着上海彩虹室内

合唱团的一首神曲合唱团的一首神曲 《《燃燃》》

的倾情献唱的倾情献唱，，1010 月月 1717 日日，，

MGMG 领航正式开启预售领航正式开启预售，，

价 格 为价 格 为 99..9898 万万 ~~1515..9898 万万

元元。。据悉据悉，，新车将在新车将在1010月月

底上市底上市。。

和传统预售发布会不和传统预售发布会不

同的是同的是，，上汽上汽 MGMG 旗下全旗下全

新新SUVSUV领航的预售选择了领航的预售选择了

与时下年轻人热衷的音乐与时下年轻人热衷的音乐

节融合节融合，，让年轻人让年轻人

深 切 感 受 到深 切 感 受 到

MGMG 名爵品牌名爵品牌

的 年 轻 与 活的 年 轻 与 活

力力。。新车是名新车是名

爵品牌新战略下的首款爵品牌新战略下的首款

SUVSUV，，也是首款采用名爵也是首款采用名爵

第三代家族设计语言的第三代家族设计语言的

SUVSUV，，有有11..55TT和和22..00TT两款两款

发动机配置发动机配置。。

新车打破了名爵一贯新车打破了名爵一贯

以字母加数字命名的惯以字母加数字命名的惯

例例，，以中文名以中文名““领航领航””命命

名名，，代表着代表着 MGMG 品牌未来品牌未来

全新的定位方向全新的定位方向。。（铭鑫）

9.98万元起，
MG领航SUV开启预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