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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刺2020，奋战胜利目标

■微评

资本搭桥，协同共进

2019年10月，红岩

与中集瑞江共同发布专

用车联合品牌“红岩瑞

江”。双方的“一见钟

情”，背后有上汽股权投

资的推动。配对可以发

挥协同效应的伙伴，资

本的力量不容小觑。

资本的衔接作用还

体现在创新团队与资源

体 系 相 互 结 合 上 。 在

“新四化”的道路上，必

定百舸争流，最后的成

功者离不开资本帮助其

对接各种资源。而上汽

股权投资恰恰发挥了这

样的作用。在投资类似

“地平线”这样的科技公

司的同时，也帮助他们

牵线上汽的产业化资源。

横向打通供应链，

纵向连接现在与未来，

汽车股权投资大有可为。

（相关报道详见P6）

瞄准消费需求，抢占国内外市场

本报记者 顾行成

1111 月月 11 日日，，上海早餐工上海早餐工

程流动餐车服务保障进博会程流动餐车服务保障进博会

餐饮发车仪式举行餐饮发车仪式举行。。此次共此次共

有有 1919 辆流动餐车入驻进博辆流动餐车入驻进博

会会，，除了肯德基的一辆餐车除了肯德基的一辆餐车

以外以外，，其余其余1818辆流动餐车都辆流动餐车都

是上汽大通出品是上汽大通出品，，并且都根并且都根

据自身定位定制了诸多个性据自身定位定制了诸多个性

化功能化功能。。““例如例如，，光明流动餐光明流动餐

车采用的是上汽大通车采用的是上汽大通 RVRV9090

CC 型 房 车型 房 车 ，， 除 了 常 温 食 品除 了 常 温 食 品

外外，，还提供由冷链配送的各还提供由冷链配送的各

色光明冰淇淋和牛奶色光明冰淇淋和牛奶。。””上汽上汽

大通相关人员介绍大通相关人员介绍。。

据了解据了解，，这些流动餐车这些流动餐车

分布在展厅和商业广场两分布在展厅和商业广场两

处处，，展厅内共设置展厅内共设置1111辆流动辆流动

餐车餐车，，商业广场上设置商业广场上设置88辆流辆流

动餐车动餐车，，餐饮价格亲民餐饮价格亲民。。

目前目前，，上汽大通陆续投上汽大通陆续投

放市场的流动餐车以上汽大放市场的流动餐车以上汽大

通通MAMAXUS RVXUS RV9090 CC型房车型房车、、

RVRV9090 BB 型房车为原型开发型房车为原型开发。。

RVRV9090 CC 型房车外观时尚大型房车外观时尚大

气且内部空间大气且内部空间大、、利用率利用率

高高，，内饰布局合理内饰布局合理，，车内还车内还

可配备高容量的锂电池储能可配备高容量的锂电池储能

系统系统；；而而 RVRV9090 BB 型房车外型房车外

观新颖观新颖，，驾驶操作便捷驾驶操作便捷，，通通

过性表现优秀过性表现优秀。。

流动餐车入驻进博会，
“几乎都是上汽大通MAXUS”

1515 辆荣威辆荣威 RXRX55 和和 1515

辆名爵辆名爵 HSHS 缓缓地行驶在缓缓地行驶在

道路两边道路两边，，引来了在场群引来了在场群

众的阵阵掌声……众的阵阵掌声……1111 月月 22

日日，，““百人援滇百人援滇，，上汽人在上汽人在

行动行动””医疗巡诊专用车交医疗巡诊专用车交

车仪式在昆明举行车仪式在昆明举行。。3030辆辆

由上汽集团捐赠的医疗巡由上汽集团捐赠的医疗巡

诊专用车诊专用车，，在历经在历经1515天时天时

间间、、途经途经 99 个区县个区县、、横跨横跨

35003500公里的行程后公里的行程后，，正式正式

完成了援助任务完成了援助任务。。这些车这些车

辆将移交给云南当地的乡辆将移交给云南当地的乡

镇卫生院镇卫生院，，继续在云南的继续在云南的

大街小巷充当医疗巡诊专大街小巷充当医疗巡诊专

用车用车，，为爱心医疗为爱心医疗““保驾保驾

护航护航””。。车辆的交付也正式车辆的交付也正式

宣告了由上汽集团赞助的宣告了由上汽集团赞助的

““20202020 韩红爱心慈善基金韩红爱心慈善基金

会百人援滇会百人援滇””活动画上圆活动画上圆

满的句号满的句号。。

此次公益活动此次公益活动，，上汽上汽

集团派出了集团派出了 66 名从下属企名从下属企

业中选拔出的青年志愿业中选拔出的青年志愿

者者，，他们全程参与了援滇他们全程参与了援滇

活动活动，，兢兢业业地完成了兢兢业业地完成了

工作工作，，受到了韩红基金会受到了韩红基金会

员工的好评员工的好评。。 （乘宣）

上汽两大合作伙伴出击进博会

通用已签约下一届进博会
大众展示最新新能源成果

首席记者 李修惠

本报记者 严瑶

““金九银十金九银十””收官收官，，上汽上汽

集团宣布集团宣布：：1010 月月，，上汽销售上汽销售

整 车整 车 5959..77 万 辆万 辆 ，， 同 比 增 长同 比 增 长

99..66%%。。同时同时，，上汽继续巩固上汽继续巩固

了在新能源汽车和海外市场了在新能源汽车和海外市场

的领先优势的领先优势，，实现新能源汽实现新能源汽

车销量单月同比增长车销量单月同比增长 320320%%，，

上汽海外市场单月销量同比上汽海外市场单月销量同比

增长增长2020..55%%。。

1010 月份刚过月份刚过，，上汽乘用上汽乘用

车早早就交出了销量成绩车早早就交出了销量成绩

单单：：1010月销售月销售77..77万辆万辆，，一路一路

热销热销，，创造了新纪录创造了新纪录，，同比同比

增长增长 1818..66%%。。荣威品牌连续荣威品牌连续 66

个月实现环比正增长个月实现环比正增长、、MGMG

品牌再度蝉联单一品牌出口品牌再度蝉联单一品牌出口

销量第一销量第一、、荣威新能源车型荣威新能源车型

全线大涨全线大涨，，一连串的数字让一连串的数字让

1010月成绩单亮点满满月成绩单亮点满满。。

在上汽在上汽 RR 新天地体验中新天地体验中

心心 ，， 一 名 员 工 告 诉 记 者一 名 员 工 告 诉 记 者 ：：

““ERER66在造型方面十分贴合用在造型方面十分贴合用

户对新能源汽车的审美取户对新能源汽车的审美取

向向，，看车的人很多看车的人很多。。””1010 月月，，

刚刚上市两个多月的刚刚上市两个多月的 ERER66 不不

仅勇夺销量增速最快的高端仅勇夺销量增速最快的高端

纯电动车型桂冠纯电动车型桂冠，，更一跃成更一跃成

为为 1515 万万~~2020 万元纯电动轿车万元纯电动轿车

细分市场的细分市场的““销量王销量王””。。

此外此外，，上汽通用五菱上汽通用五菱 1010

月销量达月销量达 1717..99 万辆万辆，，同比劲同比劲

增增1919..33%%，，这是该企业连续第这是该企业连续第

77个月实现销量同比增长个月实现销量同比增长。。其其

中中，，““人气王人气王””宏光宏光 MINIMINI

EVEV 依旧表现抢眼依旧表现抢眼，，1010 月销月销

量达到量达到 2376223762 辆辆，，环比增长环比增长

1818%%，，单日最高销量更是突单日最高销量更是突

破了破了12001200辆辆。。

今年今年 11--1010 月月，，上汽新上汽新

能源汽车累计销量达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达到1919..33

万辆万辆，，同比增长同比增长 4242..55%%，，已已

超过去年全年销量超过去年全年销量。。

自 主 品 牌 上 汽 大 通自 主 品 牌 上 汽 大 通

MAXUSMAXUS 保持了开年以来逆保持了开年以来逆

势上扬的势头势上扬的势头，，1010月销量达月销量达

到到 1557715577 辆辆 ，， 同 比 大 涨同 比 大 涨

3636..3535%%。。

在宽体轻客市场在宽体轻客市场，，1010

月月，，上汽大通上汽大通MAXUSMAXUS宽体宽体

轻客家族销量达轻客家族销量达60116011辆辆，，同同

比劲增比劲增 108108..3535%%，，进一步夯进一步夯

实其在该领域近半年以来单实其在该领域近半年以来单

品牌销量冠军的地位品牌销量冠军的地位；；皮卡皮卡

家族家族 1010 月销售近月销售近 40004000 辆辆，，

同比增长同比增长 8787..99%%。。值得一提的值得一提的

是是，，GG5050家族家族1010月销量数据喜月销量数据喜

人人，，取得取得27102710辆的成绩辆的成绩。。

合资品牌方面合资品牌方面，，上汽通用上汽通用

汽车汽车1010月销量达到月销量达到1515..66万辆万辆，，

同比增长同比增长1414%%。。其中其中，，凯迪拉凯迪拉

克品牌同比大涨克品牌同比大涨8181%%；；别克品别克品

牌牌1010月批发销售月批发销售99..99万辆万辆，，同同

比增长比增长 2727%%，，单月销量继单月销量继 99 月月

刷新两年以来的月销纪录之刷新两年以来的月销纪录之

后后，，再次创下新高再次创下新高。。

此外此外，，上汽大众大众品牌上汽大众大众品牌

SUVSUV 家族完成销售家族完成销售 44..99 万辆万辆，，

同比增长同比增长1010..66%%。。

这两天这两天，，上汽大通海外业上汽大通海外业

务部欧洲地区总经理诸时俊开务部欧洲地区总经理诸时俊开

始频繁地在微信朋友圈始频繁地在微信朋友圈““晒晒

单单””。。随着近千辆上汽大通随着近千辆上汽大通

MAXUS EUNIQMAXUS EUNIQ 55和和EVEV3030等等

新能源车型陆续抵达英国新能源车型陆续抵达英国、、挪挪

威等国家威等国家，，上汽大通在欧洲成上汽大通在欧洲成

功交付多笔订单功交付多笔订单。。

1010 月月，，上汽先后向欧洲上汽先后向欧洲

大批量发运了两批产品大批量发运了两批产品，，除除

了这批上汽大通产品外了这批上汽大通产品外，，上上

汽还于汽还于1010月下旬宣布开通欧月下旬宣布开通欧

洲自营航线洲自营航线，，首批发运首批发运 18001800

辆新能源车辆新能源车。。

受欧洲减排法规影响受欧洲减排法规影响，，

欧洲新能源汽车市场成为欧洲新能源汽车市场成为

““一片蓝海一片蓝海””。。得益于有系得益于有系

统统、、有规划有规划、、成建制的出海成建制的出海

布局布局，，上汽已经夺得欧洲新上汽已经夺得欧洲新

能源汽车市场先机能源汽车市场先机。。明年明年，，

上汽还将在欧洲推出上汽还将在欧洲推出 55--66 款款

新能源车型新能源车型。。

上汽海外基地也传来了上汽海外基地也传来了

喜讯喜讯，，上汽集团总裁助理上汽集团总裁助理、、

上汽国际总经理余德骄傲地上汽国际总经理余德骄傲地

在微信朋友圈宣布在微信朋友圈宣布：：上汽上汽33个个

自主品牌自主品牌 （（名爵名爵、、上汽大通上汽大通

MAXUSMAXUS和宝骏和宝骏））车型都已在车型都已在

印度开花结果印度开花结果，，上汽印度公上汽印度公

司司1010月单月批发零售销量首月单月批发零售销量首

度双双突破度双双突破40004000辆辆。。

1010 月月，，在国际汽车市场在国际汽车市场

下行和第二波疫情扩散的压下行和第二波疫情扩散的压

力下力下，，上汽海外销量持续站上汽海外销量持续站

稳高地稳高地，，达到达到44..44万辆万辆，，同比同比

增长增长2020..55%%。。其中其中，，自主品牌自主品牌

海外销量达到海外销量达到33..44万辆万辆，，同比同比

增长增长6666..33%%。。步步高升的销量步步高升的销量

背后背后，，是不懈奋斗的一线海是不懈奋斗的一线海

外员工外员工。。上汽南美公司的徐上汽南美公司的徐

海洋表示海洋表示，，在欧洲和南美等在欧洲和南美等

多个海外市场多个海外市场，，疫情反反复疫情反反复

复复，，形势依旧严峻形势依旧严峻。。““我们必我们必

须同时做好线上须同时做好线上、、线下两套线下两套

营销方案营销方案，，无论发生什么情无论发生什么情

况况，，都尽力稳住销售节奏都尽力稳住销售节奏。。””

“金九银十”收官，上汽多款产品热销

上汽R新天地体验中心内，一辆荣威ER6正在充电。新能源产品持续热销

“自主”“合资”齐发力

抢占欧洲“蓝海”市场

摄影 郭佩莉

1111 月月 55 日日，，在进博会在进博会

汽车展区通用汽车展台汽车展区通用汽车展台，，

进博局和通用汽车代表签进博局和通用汽车代表签

下第四届进博会参展合同下第四届进博会参展合同。。

通用汽车全球执行副通用汽车全球执行副

总裁兼通用汽车中国公司总裁兼通用汽车中国公司

总裁柏历介绍说总裁柏历介绍说，，作为通作为通

用汽车用汽车20202020年为数不多的年为数不多的

在线下参与的国际级大型在线下参与的国际级大型

展会展会，，第三届进博会得到第三届进博会得到

了美国总部的大力支持了美国总部的大力支持。。

本次通用汽车展出的本次通用汽车展出的 55 个个

车型均为各全球品牌旗舰车型均为各全球品牌旗舰

车型的最新和顶级配置车型的最新和顶级配置，，

全部从美国空运而来全部从美国空运而来。。

记者在现场看到记者在现场看到，，一一

位中年男士在一辆雪佛兰位中年男士在一辆雪佛兰

大型越野大型越野 SUVSUV 前驻足良前驻足良

久久。。当得知通用汽车正在当得知通用汽车正在

研究向中国市场推出这款研究向中国市场推出这款

涡轮增压版雪佛兰全尺寸涡轮增压版雪佛兰全尺寸

越野越野 SUVSUV 时时，，他欣喜地他欣喜地

说说：：““真期待看到新车真期待看到新车！！””

大众汽车则携旗下品大众汽车则携旗下品

牌牌，，将将““共塑低碳未来共塑低碳未来””

的主题带到进博会的主题带到进博会。。除了除了

MEBMEB 平台的平台的 IDID 家族系列家族系列

车型车型，，还有奥迪还有奥迪、、保时捷保时捷

等品牌的电动化最新成果等品牌的电动化最新成果。。

上汽大众上汽大众 ID.ID.44 是展会是展会

上的明星车型上的明星车型，，拥有最大拥有最大

550550 公里续航里程公里续航里程，，大量大量

的触控面板和语音的触控面板和语音、、手势手势

控制功能展现了大众对电控制功能展现了大众对电

动车产品前沿科技的独到动车产品前沿科技的独到

理解理解。。超过超过25002500项安全测项安全测

试代表了其对于电动车安试代表了其对于电动车安

全性的严肃态度全性的严肃态度。。（宗何）

韩红基金会百人援滇收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