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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季度三季度，，上汽保险在上汽保险在

山东山东、、河南河南、、广东等地重点广东等地重点

推广事故车全流程管理推广事故车全流程管理。。””

上汽保险上汽保险 SGMSGM 事业部创新事业部创新

项目高级经理荣婷告诉记项目高级经理荣婷告诉记

者者，，““接下来接下来，，我们还会与我们还会与

更多地区的保险公司合作更多地区的保险公司合作，，

开拓市场开拓市场。。””这个一年多前这个一年多前

成立的事故车全流程管理项成立的事故车全流程管理项

目团队如今已打开局面目团队如今已打开局面，，与与

四大保险公司建立合作四大保险公司建立合作，，成成

为中国第一家在整车行业推为中国第一家在整车行业推

出打通出险出打通出险、、推送修推送修、、留留

修修、、定损全流程业务闭环管定损全流程业务闭环管

理平台的公司理平台的公司。。事故车车事故车车

主主、、经销商经销商、、保险公司都将保险公司都将

成为这一平台的受益者成为这一平台的受益者。。

一旦车辆发生事故一旦车辆发生事故，，随随

之而来的维修之而来的维修、、保险赔付等保险赔付等

如何处理如何处理？？这些会直接影响这些会直接影响

用户对保险公司用户对保险公司、、汽车服务汽车服务

商的好感度商的好感度。。经销商们对于经销商们对于

事故车既爱又恨事故车既爱又恨，，因为愿景因为愿景

美好美好，，现实却冰冷现实却冰冷、、严峻严峻。。

““经销商售后利润的经销商售后利润的 6060%%来来

自事故车业务自事故车业务，，而事故车业而事故车业

务完全取决于该经销商新车务完全取决于该经销商新车

和续保的保费规模和续保的保费规模。。如果算如果算

上客户到店的其他潜在机上客户到店的其他潜在机

会会，，经销商所享受的收益也经销商所享受的收益也

将远超事故车维修本身将远超事故车维修本身。。””

荣婷说荣婷说，，““事故车管理始终事故车管理始终

是经销商管理的一大难题是经销商管理的一大难题。。

首先是信息线索乱首先是信息线索乱，，事故车事故车

多头来源多头来源，，缺乏统一的管理缺乏统一的管理

系统系统。。其次是数据维护乱其次是数据维护乱、、

流程环节多流程环节多、、统计维度复统计维度复

杂杂，，难以直观管理难以直观管理。。””事故事故

车业务是保险公司的痛车业务是保险公司的痛，，定定

损耗费了保险公司大量的人损耗费了保险公司大量的人

力力、、财力财力。。

看到市场痛点后看到市场痛点后，，上汽上汽

保险发现整合产业链的机会保险发现整合产业链的机会

来了来了。。““我们担当的是一个我们担当的是一个

能充分链接保险公司能充分链接保险公司、、主机主机

厂厂、、经销商等多方资源的中经销商等多方资源的中

间桥梁角色间桥梁角色，，我们在处理事我们在处理事

故车业务管理上是能起到统故车业务管理上是能起到统

一协调的关键作用的一协调的关键作用的。。””荣荣

婷说婷说，，““20192019 年年，，我们从各我们从各

个部门抽调人手成立了个部门抽调人手成立了‘‘事事

故车管理故车管理’’项目团队项目团队，，核心核心

成员约成员约1010人人。。””据了解据了解，，上上

汽保险着手整合经销商服务汽保险着手整合经销商服务

资源资源，，搭建了事故中心搭建了事故中心，，建建

立了事故车报案立了事故车报案--协勘协勘--救救

援援--定损全流程平台定损全流程平台，，在保在保

险公司有服务网络险公司有服务网络（（以综修以综修

厂为主厂为主）） 资源倾斜的趋势资源倾斜的趋势

下下，，建立相对中立的事故车建立相对中立的事故车

评估服务体系评估服务体系，，进而提升理进而提升理

赔事故车在赔事故车在44SS店的回厂率和店的回厂率和

配件销售配件销售。。同时同时，，提供给后提供给后

台管理人员最直观的管理看台管理人员最直观的管理看

板与报表系统板与报表系统，，经销商的事经销商的事

故车管理真正实现可视化故车管理真正实现可视化、、

便捷化便捷化、、可追踪可追踪、、可溯源可溯源。。

与此同时与此同时，，基于保险事故和基于保险事故和

维修状态获取的数据维修状态获取的数据，，进一进一

步服务于二手车评估和相关步服务于二手车评估和相关

业务来解决中小保险公司定业务来解决中小保险公司定

损人力不足的问题损人力不足的问题，，节省理节省理

赔费用赔费用，，实现多方共赢实现多方共赢。。

这一年多来这一年多来，，荣婷和团荣婷和团

队成员碰到了不少难题队成员碰到了不少难题，，最最

终都被她们死磕过关终都被她们死磕过关。。第一第一

大难关大难关，，就是说服保险公司就是说服保险公司

与他们合作与他们合作。。““整体项目流整体项目流

程复杂程复杂，，整合难整合难。。非车保险非车保险

产品涉及产品涉及88家保险公司家保险公司、、3030

多个保险产品多个保险产品、、200200 多种保多种保

险方案险方案。。””每家保险公司的每家保险公司的

需求不同需求不同、、技术标准不同技术标准不同，，

上汽保险只能各个突破上汽保险只能各个突破。。荣荣

婷说婷说，，““我们找每家保险公我们找每家保险公

司沟通司沟通（（每周项目会议沟通每周项目会议沟通

进展进展），），甚至需要下沉到各甚至需要下沉到各

地分支结构地分支结构，，逐个实现不同逐个实现不同

公司产品的在线承保对接公司产品的在线承保对接，，

并把各种保险的方案并把各种保险的方案、、定定

价价、、成本等数据进行系统化成本等数据进行系统化

的归档整理的归档整理，，抽象整理出共抽象整理出共

性通用流程性通用流程。。同时同时，，服务于服务于

33 大主机厂大主机厂，，适应不同的服适应不同的服

务模式也是挑战务模式也是挑战。。我们逐个我们逐个

梳理了这些完全不同的诉梳理了这些完全不同的诉

求求，，在系统规划上求同存在系统规划上求同存

异异，，最终实现了通用型规则最终实现了通用型规则

界面实时配置界面实时配置，，特殊规则脚特殊规则脚

本快速配置本快速配置。。””

经销商不能提供便捷的经销商不能提供便捷的

支付体验支付体验，，成为另一大挑成为另一大挑

战战。。除了车险除了车险，，上汽保险也上汽保险也

提供非车险产品提供非车险产品。。荣婷说荣婷说：：

““非车险业务还有连接性非车险业务还有连接性、、

灵活性灵活性、、即时性的业务诉即时性的业务诉

求求，，比如非车险方案需要和比如非车险方案需要和

保司承保实时对接保司承保实时对接，，内容和内容和

销售规则会随着业务的变化销售规则会随着业务的变化

而随时调整而随时调整。。而且在长期的而且在长期的

车险业务销售中车险业务销售中，，由于支付由于支付

端限定端限定，，想要车险与非车险想要车险与非车险

产品组合销售产品组合销售，，客户需分多客户需分多

笔支付笔支付，，无法一键下单无法一键下单，，这这

大大限制了经销商在业务端大大限制了经销商在业务端

的组合灵活度的组合灵活度。。同时同时，，客户客户

端的支付体验也很差端的支付体验也很差，，无法无法

达到组合营销的效果达到组合营销的效果。。””于于

是是，，上汽保险规划了非车险上汽保险规划了非车险

产品的快速上线支持平台产品的快速上线支持平台，，

实现了产品上线配置化实现了产品上线配置化，，包包

括保险公司对接模式即时切括保险公司对接模式即时切

换换、、销售规则销售规则（（区域区域、、经销经销

商商、、车车、、保险保险）） 的配置化的配置化、、

权益卡券配置权益卡券配置、、支付模式配支付模式配

置置、、合并支付等核心功能合并支付等核心功能。。

明年将是事故车全流程明年将是事故车全流程

管理业务的发力年管理业务的发力年。。届时届时，，

上汽保险将会和更多省市的上汽保险将会和更多省市的

保险公司合作保险公司合作。。

1010月月2323日日--2525日日，，““20202020

上汽大通上汽大通 MAXUSMAXUS （（迈克萨迈克萨

斯斯）） 杯杯””金坛茅山汽摩场地金坛茅山汽摩场地

越野赛暨房车露营嘉年华在越野赛暨房车露营嘉年华在

常州市金坛茅山旅游度假区常州市金坛茅山旅游度假区

举行举行。。

开幕仪式后开幕仪式后，，现场上演现场上演

酷炫的摩托车及装备展酷炫的摩托车及装备展、、限限

量版房车露营户外装备展等量版房车露营户外装备展等

专业级展览专业级展览，，其中更有上汽其中更有上汽

大 通大 通 MAXUSMAXUS 多 款 房 车 现多 款 房 车 现

身身，，让观众大饱眼福让观众大饱眼福，，更对更对

房车旅行与户外生活有了更房车旅行与户外生活有了更

多的了解与认识多的了解与认识。。

汽车场地越野赛从汽车场地越野赛从 1010 月月

2424 日下午开始在茅山汽摩越日下午开始在茅山汽摩越

野基地举行野基地举行，，标准化的赛标准化的赛

道道、、跌宕起伏的山路是对车跌宕起伏的山路是对车

手们综合实力的巨大考验手们综合实力的巨大考验，，

但他们都全力以赴投入到比但他们都全力以赴投入到比

赛中赛中。。他们利落地出发他们利落地出发，，完完

美地过弯美地过弯，，漂亮地飞跃漂亮地飞跃，，为为

观众带来一场场视觉盛宴观众带来一场场视觉盛宴。。

经过激烈角逐经过激烈角逐，，来自上汽大来自上汽大

通越野学院教官团队的周鹏通越野学院教官团队的周鹏

荣获荣获““飞车王飞车王””称号称号。。

在此过程中在此过程中，，上汽大通上汽大通

MAXUS DMAXUS D9090 ProPro 深度参深度参

与与，，并为车手们的优秀表现并为车手们的优秀表现

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其搭其搭

载的上汽载的上汽 ππ 22..00TT 高性能柴高性能柴

油发动机在满足油发动机在满足““国六国六bb””排排

放标准的基础上放标准的基础上，，可爆发出可爆发出

最大扭矩最大扭矩480480 NmNm的强劲动的强劲动

力力，，应对坡度应对坡度““来者不惧来者不惧””。。

同时同时，，DD9090 ProPro 也搭载了全也搭载了全

地形智能四驱系统地形智能四驱系统，，提供自提供自

动动、、节油节油、、运动运动、、雪地雪地、、泥泥

地地、、沙地沙地、、岩石七种模式岩石七种模式，，

真正做到全地形覆盖真正做到全地形覆盖，，配合配合

四驱版本标配的机械牙嵌式四驱版本标配的机械牙嵌式

后差速锁与全系标配的电子后差速锁与全系标配的电子

限滑系统限滑系统，，整车全地形能力整车全地形能力

““更上一层楼更上一层楼””，，为用户驰骋为用户驰骋

天地天地、、越野无疆提供了强有越野无疆提供了强有

力的保障力的保障。。

相比惊险相比惊险、、刺激的汽车刺激的汽车

场地越野赛场地越野赛，，蝴蝶桩绕桩比蝴蝶桩绕桩比

赛更为全面地考验车手操控赛更为全面地考验车手操控

车辆的能力车辆的能力，，同时也更富趣同时也更富趣

味性味性。。车手既要走对线路车手既要走对线路，，

又要保持速度又要保持速度，，这绝非易这绝非易

事事。。在此过程中在此过程中，，上汽大通上汽大通

MAXUS TMAXUS T6060 皮卡以稳定的皮卡以稳定的

操控与出色的品质操控与出色的品质，，为蝴蝶为蝴蝶

桩绕桩比赛全方位保驾护桩绕桩比赛全方位保驾护

航航。。当然当然，，皮卡的身份也让皮卡的身份也让

这一次比赛更具有趣味性这一次比赛更具有趣味性。。

在专业在专业、、刺激的各类场刺激的各类场

地赛事之余地赛事之余，，1010月月2323日日，，在在

主会场主会场———东方盐湖城停车—东方盐湖城停车

场场，，上汽大通上汽大通““房车四合房车四合

院院”“”“一带一路一带一路””越野文化高越野文化高

峰论坛正式开启峰论坛正式开启，，各位大咖各位大咖

共聚一堂共聚一堂，，探讨中国越野文探讨中国越野文

化化。。大咖们分享了自己在自大咖们分享了自己在自

驾旅行中的趣人趣事以及对驾旅行中的趣人趣事以及对

越野文化精神的理解越野文化精神的理解，，让现让现

场观众对自驾旅行和越野文场观众对自驾旅行和越野文

化有了更多了解化有了更多了解。。（徐维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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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管理创新管理 砥砺前行砥砺前行

提供事故车提供事故车““管家管家””服务服务

上汽保险推广事故车全流程管理

天生英雄，“战火”重燃
“2020上汽大通MAXUS杯”房车露营嘉年华落幕

申程出行升级“大字模式”

操作更清晰，方便老年人出行

1010月月2020日日，，上海市互上海市互

联网协会车联网专业委员联网协会车联网专业委员

会成立大会在浦东顺利召会成立大会在浦东顺利召

开开，，来自上海及周边地区来自上海及周边地区

的通信行业的通信行业、、汽车行业汽车行业、、

ITIT 行业行业、、高校和技术机高校和技术机

构构，，以及上海市互联网协以及上海市互联网协

会等车联网相关领域近会等车联网相关领域近5050

家专委会会员单位代表出家专委会会员单位代表出

席会议席会议。。大会推举产生了大会推举产生了

第一届理事会第一届理事会，，并投票选并投票选

举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举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

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为本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为本

届理事会的理事长单位届理事会的理事长单位。。

经专委会理事长提名经专委会理事长提名、、理理

事会推举事会推举，，本届秘书长单本届秘书长单

位设在上海临港智能网联位设在上海临港智能网联

汽车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汽车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上海在落实国家车联上海在落实国家车联

网发展战略部署上取得了网发展战略部署上取得了

突出成绩突出成绩，，很多方面走在很多方面走在

了全国前列了全国前列。。车联网专委车联网专委

会的成立会的成立，，将进一步推动将进一步推动

上海市车联网产业的延伸上海市车联网产业的延伸

和发展和发展。。车联网专委会将车联网专委会将

设立标准工作组设立标准工作组、、应用工应用工

作组作组、、测试工作组测试工作组、、人才人才

工作组等工作机构工作组等工作机构，，同时同时

设立专家委员会设立专家委员会。。车联网车联网

专委会将充分听取产业意专委会将充分听取产业意

见见，，发挥产业与管理部发挥产业与管理部

门门、、产业链各环节产业链各环节、、与产与产

业相关的各个技术领域之业相关的各个技术领域之

间的桥梁作用间的桥梁作用。。车联网专车联网专

委会将探索建立融合汽委会将探索建立融合汽

车车、、信息通信信息通信、、交通交通、、信信

息安全等内容的综合标准息安全等内容的综合标准

体系体系，，推动上海市车联网推动上海市车联网

关键技术标准的制订关键技术标准的制订，，促促

进多个领域协同创新进多个领域协同创新。。同同

时时，，车联网专委会将推动车联网专委会将推动

测试验证测试验证、、技术评价技术评价、、人人

才培养才培养、、交流展示等服务交流展示等服务

平台的建立和完善平台的建立和完善，，推动推动

55GG与车联网融合发展与车联网融合发展。。车车

联网专委会还将致力于集联网专委会还将致力于集

聚上海及周边地区车联网聚上海及周边地区车联网

产业生态各方力量产业生态各方力量，，促进促进

““政政、、产产、、学学、、研研、、资资、、

用用””等各方资源的深度融等各方资源的深度融

合合，，加快成果应用及推加快成果应用及推

广广，，创新车联网应用的新创新车联网应用的新

模式模式、、推动车联网应用的推动车联网应用的

新业态新业态。。 （简文）

上海汽检票选为上海市互联网协
会车联网专业委员会第一届理事
长单位

本报通讯员 张宁

1010月月3030日日，，上海市出上海市出

租车统一平台租车统一平台““申程出申程出

行行””在试运营在试运营““满月满月””之之

际际，，升级优化了现有平台升级优化了现有平台

的部分功能的部分功能，，以期进一步以期进一步

提升用户的使用体验提升用户的使用体验。。相相

较于原版本较于原版本，，此次新版本此次新版本

在保留原有功能的基础在保留原有功能的基础

上上，，优化升级了三大亮点优化升级了三大亮点

功能功能：：

试运营期间试运营期间，，一些老一些老

年人反馈了在申程出行年人反馈了在申程出行

APPAPP 界面无法找到界面无法找到““一键一键

叫车叫车””按钮按钮，，以及界面字以及界面字

体过小体过小、、看不清等问题看不清等问题。。

为了让老年人能够获得更为了让老年人能够获得更

加轻松加轻松、、便捷的叫车体便捷的叫车体

验验 ，， 申 程 出 行 除 了 对申 程 出 行 除 了 对

““一键叫车一键叫车””图标进行重点图标进行重点

提醒处理外提醒处理外，，还专门推出还专门推出

字体更大字体更大，，更易上手操作更易上手操作

的的““大字模式大字模式””。。

此次平台升级后此次平台升级后，，打打

开申程出行开申程出行 APPAPP，，会出现会出现

连续闪烁连续闪烁““点此可一键叫点此可一键叫

车车””的提示图标的提示图标，，帮助老帮助老

年人第一时间找到年人第一时间找到““一键一键

叫车叫车””功能按钮功能按钮。。首次设首次设

置完成后置完成后，，每次打开每次打开 APPAPP

都会直接进入都会直接进入““一键叫一键叫

车车””模式模式，，老年人叫车老年人叫车、、

修改出发地址将更加方修改出发地址将更加方

便便。。不仅如此不仅如此，，申程出行申程出行

还在还在““一键叫车一键叫车””按钮下按钮下

方新增了方新增了““切换到切换到‘‘大字大字

模式模式’”’”的选项的选项，，点击后点击后

即可切换到即可切换到““大字模式大字模式””，，

用户也可选择在用户也可选择在““设置设置””

菜单中勾选菜单中勾选““大字模式大字模式””。。

为更好地服务夜间出为更好地服务夜间出

行人群行人群，，保障乘客夜间出保障乘客夜间出

行安全行安全，，申程出行推出申程出行推出

““深夜模式深夜模式””，，给乘客带来给乘客带来

满满安全感满满安全感。。乘客在深夜乘客在深夜

使 用 申 程 出 行使 用 申 程 出 行 APPAPP 叫 车叫 车

时时，，APPAPP 上方会出现安全上方会出现安全

提示提示，，提醒乘客注意夜间提醒乘客注意夜间

出行安全出行安全。。不仅如此不仅如此，，““安安

全中心全中心””和和““紧急求助紧急求助””

按钮将出现在界面醒目位按钮将出现在界面醒目位

置置。。

此外此外，，为方便子女了为方便子女了

解父母的行程解父母的行程，，用户可通用户可通

过将家人添加到过将家人添加到““我关爱我关爱

的的””名单中名单中，，为家人设置为家人设置

常用地址常用地址，，方便关注家人方便关注家人

的行程的行程，，并能收到行程节并能收到行程节

点通知点通知。。

申程出行在不断满足申程出行在不断满足

乘客需求的同时乘客需求的同时，，也为出也为出

租车司机提供了多种贴心租车司机提供了多种贴心

福利福利。。申程出行在司机端申程出行在司机端

APPAPP 上专门推出了一系列上专门推出了一系列

实用工具实用工具，，平台能够根据平台能够根据

司机当前所处位置司机当前所处位置，，帮助帮助

司机寻找附近的公共厕司机寻找附近的公共厕

所所、、加油站加油站、、充电站等设充电站等设

施施，，有效缓解出租车司机有效缓解出租车司机

““如厕难如厕难、、加油难加油难、、充电充电

难难””等问题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