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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袁炜

1111 月月 33 日傍晚日傍晚 66 点点，，第第

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

幕式举行的前一晚幕式举行的前一晚，，距离申距离申

沃沃99系接驳车投入进博会运系接驳车投入进博会运

营还有营还有1515小时小时。。吴坚穿上工吴坚穿上工

作服和夜间反光背心作服和夜间反光背心，，在完在完

成体温检测并在线申报后成体温检测并在线申报后，，

正式上岗了正式上岗了。。

自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自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以来生以来，，吴坚已经超过吴坚已经超过 240240

天坚守在岗位上天坚守在岗位上，，没回过老没回过老

家看望妻儿家看望妻儿。。3636岁的吴坚从岁的吴坚从

事的是申沃客车售后一线服事的是申沃客车售后一线服

务工作务工作，，近段时间近段时间，，他一直他一直

扑在进博会保障工作上扑在进博会保障工作上。。上上

岗前岗前，，他通过视频和家人短他通过视频和家人短

暂交流了一会儿暂交流了一会儿，，在孩子恋在孩子恋

恋不舍的目光中结束通话恋不舍的目光中结束通话，，

开始了今晚的工作开始了今晚的工作。。

吴坚是本次进博会申沃吴坚是本次进博会申沃

客车客车““国江场国江场””车辆保障组车辆保障组

的负责人的负责人，，团队连同他本人团队连同他本人

在内一共在内一共66人人，，他们主要负他们主要负

责责““国江场国江场””内内2020辆申沃辆申沃99

系进博会接驳车的维保工系进博会接驳车的维保工

作作，，以及场地内所有车辆的以及场地内所有车辆的

常规保障工作常规保障工作。。团队虽小团队虽小，，

却有强大的执行力却有强大的执行力，，他们一他们一

起执行过申沃客车为世博起执行过申沃客车为世博

会会、、两会两会、、进博会等一系列进博会等一系列

重要活动提供车辆保障的多重要活动提供车辆保障的多

次任务次任务，，拥有良好的职业素拥有良好的职业素

养和高超的业务技能养和高超的业务技能，，深得深得

公交管理人员和司机师傅们公交管理人员和司机师傅们

的信任的信任。。

夜间夜间 88 点点，，紧张的维保紧张的维保

工作正在进行中工作正在进行中，，吴坚和他吴坚和他

的队员们正严格按标准化流的队员们正严格按标准化流

程进行作业程进行作业。。此时此时，，距离第距离第

三届进博会申沃九系接驳车三届进博会申沃九系接驳车

投入运营还有投入运营还有1313小时小时。。““国国

江场江场””内内，，只剩下吴坚和他只剩下吴坚和他

的团队依然在做保障工作的团队依然在做保障工作。。

凌晨凌晨 11 点点，，在结束全部在结束全部

2020辆申沃九系接驳车的检查辆申沃九系接驳车的检查

后后，，吴坚开启了车上的紫外吴坚开启了车上的紫外

线消毒系统线消毒系统，，通过紫外线照通过紫外线照

射光触媒网射光触媒网，，完成风道内空完成风道内空

气杀菌气杀菌、、净化净化，，保证车内环保证车内环

境的健康境的健康、、安全安全。。

本届进博会是申沃本届进博会是申沃 99 系系

接驳车的主场接驳车的主场。。为确保高为确保高

效效、、准确地服务准确地服务，，申沃客车申沃客车

的服务操作流程已全面实现的服务操作流程已全面实现

信息化信息化。。通过手机端通过手机端，，服务服务

人员可以按标准操作流程对人员可以按标准操作流程对

每辆保障车辆进行详尽每辆保障车辆进行详尽、、规规

范的检查范的检查，，并及时上传数并及时上传数

据据，，通过云端进行汇总通过云端进行汇总。。

和午间最高气温达和午间最高气温达2727摄摄

氏度相比氏度相比，，凌晨凌晨33点点，，温度温度

下降了十几摄氏度下降了十几摄氏度，，风吹在风吹在

身上身上，，吴坚感到阵阵凉意吴坚感到阵阵凉意。。

劳累半宿的队员们坐在冰冷劳累半宿的队员们坐在冰冷

的地面上的地面上，，守候着最后几辆守候着最后几辆

申沃申沃99系车辆消毒系统的运系车辆消毒系统的运

作作，，不敢大意不敢大意。。而吴坚在一而吴坚在一

旁和公交管理人员就稍后正旁和公交管理人员就稍后正

式开始的进博会接驳车运作式开始的进博会接驳车运作

细节做最后确认细节做最后确认。。清晨清晨 55

点点，，在黎明前最后的夜色在黎明前最后的夜色

中中，，66 人团队对所有车辆进人团队对所有车辆进

行出车前的最后检查行出车前的最后检查。。

早上早上55点点4545分分，，司机师司机师

傅们陆陆续续到位傅们陆陆续续到位。。吴坚开吴坚开

始为不熟悉车况的司机师傅始为不熟悉车况的司机师傅

做最后的操作指导做最后的操作指导。。在在““国国

江场江场””，，每个认识吴坚的人每个认识吴坚的人

都向他竖起了大拇指都向他竖起了大拇指。。

66 点整点整，，在申沃在申沃 99 系进系进

博会保障用车出车前博会保障用车出车前，，““国国

江场江场””内举行了简单的发车内举行了简单的发车

仪式仪式。。吴坚在一旁默默看着吴坚在一旁默默看着

进博会保障用车缓缓驶离进博会保障用车缓缓驶离，，

犹如看着自己的孩子犹如看着自己的孩子。。无数无数

个日日夜夜的努力个日日夜夜的努力，，都将在都将在

进博会期间得到检验进博会期间得到检验。。这是这是

一名普通申沃人对这场盛会一名普通申沃人对这场盛会

献出的一份力量献出的一份力量、、一份心一份心

意意。。

本报通讯员 吕修全

经过经过1010天奋战天奋战，，享道出享道出

行于近日圆满完成行于近日圆满完成20202020年浦年浦

江创新论坛用车服务任务江创新论坛用车服务任务，，

参与工作的所有司机得到了参与工作的所有司机得到了

与会领导及嘉宾的一致认与会领导及嘉宾的一致认

可可。。这是享道出行连续第二这是享道出行连续第二

年作为浦江创新论坛指定接年作为浦江创新论坛指定接

待用车待用车，，服务大会服务大会。。

作为本次服务的承接单作为本次服务的承接单

位位，，享道租车共提供了包含享道租车共提供了包含

荣威荣威ee950950、、荣威荣威eiei66、、上汽大上汽大

通通 MAXUSMAXUS GG1010 及申沃大巴及申沃大巴

等多个品牌各式车辆等多个品牌各式车辆 3030 余余

辆辆，，以及相应的司机以及相应的司机、、调度调度

人员人员，，1010 天共提供接送机天共提供接送机、、

市区接送服务市区接送服务9090个班次个班次。。值值

得一提的是得一提的是，，在新冠肺炎疫在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的背景下情防控的背景下，，参与服务参与服务

的人员事先全部做好核酸检的人员事先全部做好核酸检

测测，，公司提前组织司机参加公司提前组织司机参加

防疫防疫、、急救常识专项培训急救常识专项培训。。

服务期间服务期间，，司机需佩戴口罩司机需佩戴口罩，，

保持车内通风保持车内通风，，每次服务完每次服务完

成后要进行全车消毒成后要进行全车消毒。。车内车内

还准备了口罩还准备了口罩、、酒精棉片等酒精棉片等

物品物品，，以备不时之需以备不时之需。。

2020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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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管理创新管理 砥砺前行砥砺前行

进博会开幕式前夜进博会开幕式前夜，，
一个申沃人的一个申沃人的2424小时小时

享道出行再度为浦江创新论坛“护航”

服务第三届进博会

本报记者 吴琼

““ 买 新 朗 逸买 新 朗 逸 、、 新 凌新 凌

渡渡，，不多花一分钱不多花一分钱，，厂家厂家

送余值回购保障送余值回购保障？？””某个某个

周末周末，，张张林林（（化名化名））到到 44SS

店看车时店看车时，，听到销售员的听到销售员的

介绍后更加心动了介绍后更加心动了，，““如如

果您在三年内回店换购果您在三年内回店换购，，

当二手车价低于新车价的当二手车价低于新车价的

77..55折折，，厂家会按厂家会按77..55折补折补

贴差价贴差价；；如果两年内换如果两年内换

购购，，厂家会按厂家会按88折补贴差折补贴差

价价。。””和张林一样和张林一样，，不少不少

人被上汽大众大众品牌的人被上汽大众大众品牌的

保值回购优惠吸引了保值回购优惠吸引了。。这这

个原计划个原计划 1010 月结束的优月结束的优

惠活动惠活动，，因为市场反应火因为市场反应火

爆爆，，不得不延续到年底不得不延续到年底。。

眼下眼下，，余值回购活动余值回购活动

正大受消费者欢迎正大受消费者欢迎。。““预预

计今年将有超过计今年将有超过 1010 万辆万辆

车参与此项活动车参与此项活动。。””上汽上汽

保险保险 SVWSVW 事业部员工欣事业部员工欣

喜地说喜地说。。事实上事实上，，这款余这款余

值回购产品是上汽保险专值回购产品是上汽保险专

门为上汽大众大众品牌设门为上汽大众大众品牌设

计的计的。。回想合作之初回想合作之初，，77

月月，，上汽大众大众品牌找上汽大众大众品牌找

到上汽保险到上汽保险，，问能不能在问能不能在

两天时间内设计这样一款两天时间内设计这样一款

产品产品。。当时正值疫情平稳当时正值疫情平稳

后车市开始回暖后车市开始回暖，，上汽大上汽大

众大众品牌希望用更加创众大众品牌希望用更加创

新新、、更有亮点的营销方案更有亮点的营销方案

来吸引消费者来吸引消费者。。考虑到考虑到AA

级车用户多为首次购车用级车用户多为首次购车用

户户，，很在意未来二手车的很在意未来二手车的

余值余值，，于是上汽大众大众于是上汽大众大众

品牌想从品牌想从 AA 级车级车 （（新朗新朗

逸逸、、新凌渡新凌渡））着手着手，，通过通过

打动客户的创新营销模式打动客户的创新营销模式

提升销量提升销量。。

难题来了难题来了，，国内大部国内大部

分保险公司不愿意承保这分保险公司不愿意承保这

类业务类业务，，因为车辆余值保因为车辆余值保

障风险很大障风险很大，，一旦出现经一旦出现经

济危机或大规模疫情等系济危机或大规模疫情等系

统性风险统性风险，，车辆可能会有车辆可能会有

价无市价无市，，保险公司的损失保险公司的损失

会非常大会非常大。。以一辆以一辆AA级车级车

平均保险价平均保险价 1010 万元左右万元左右

为例为例，，1010 万辆车级保单万辆车级保单

意味着不小的潜在风险意味着不小的潜在风险。。

上汽保险毅然啃下了上汽保险毅然啃下了

这块这块““硬骨头硬骨头””。。时间时间

紧紧、、任务重任务重，，公司内部紧公司内部紧

急 协 调急 协 调 ，， 迅 速 组 建 了迅 速 组 建 了

““余值保险敢死队余值保险敢死队””微信微信

群群，，将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将各个部门的负责人

拉进来拉进来，，总人数大约为总人数大约为

4040 人人。。公司内部各部门公司内部各部门

相关人员通力合作相关人员通力合作，，迅速迅速

成立了攻坚项目组成立了攻坚项目组，，大家大家

各司其职各司其职。。产品部门做了产品部门做了

大量的数据测算工作大量的数据测算工作，，评评

估车辆置换率和可能出现估车辆置换率和可能出现

的风险的风险，，证明风险在可承证明风险在可承

担的范围内担的范围内，，并向各合作并向各合作

渠道提交测算后的数据报渠道提交测算后的数据报

告告；；风控部门快速订立法风控部门快速订立法

律条款与协议架构律条款与协议架构；；ITIT

部门通过敏捷开发部门通过敏捷开发，，快速快速

完成了产品上线完成了产品上线。。最终最终，，

基于对汽车业基于对汽车业、、保险业的保险业的

深度了解深度了解，，上汽保险协同上汽保险协同

上汽大众大众品牌一起确上汽大众大众品牌一起确

立了立了““保值焕新保值焕新””的产品的产品

方案方案，，这个方案是一个这个方案是一个

““将创新业务的风险装入将创新业务的风险装入

笼子里笼子里””的多赢方案的多赢方案。。

““保值焕新保值焕新””的内容的内容

是是，，消费者购买车辆消费者购买车辆22--33

年后年后，，回到原购车经销商回到原购车经销商

店重新购买一辆大众新店重新购买一辆大众新

车车，，且车辆持有期间各项且车辆持有期间各项

售后服务均在授权经销商售后服务均在授权经销商

店内完成店内完成，，即可享受到车即可享受到车

辆置换时旧车余值的相应辆置换时旧车余值的相应

保障保障。。上汽保险通过专业上汽保险通过专业

精算精算，，将承担的余值风险将承担的余值风险

做到了总体可控做到了总体可控，，帮助上帮助上

汽大众大众品牌实现了营汽大众大众品牌实现了营

销业务的创新销业务的创新，，进一步树进一步树

立了大众品牌车辆保值的立了大众品牌车辆保值的

市场形象市场形象。。

创新带来了消费者创新带来了消费者、、

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整车企业整车企业、、经经

销商多方共赢销商多方共赢。。““保值焕保值焕

新新””项目上线后项目上线后，，新朗新朗

逸逸、、新凌渡车型展厅零售新凌渡车型展厅零售

销量上升销量上升3030%%，，成功实现成功实现

了对于终端车辆销售的明了对于终端车辆销售的明

显提升显提升。。上汽保险开发的上汽保险开发的

““保值焕新保值焕新””产品模式也产品模式也

在行业内树立了标杆在行业内树立了标杆。。

上汽保险“将创新业务的
风险装入笼子里”

日前日前，，中海庭量产体中海庭量产体

系生产的全要素高精度电系生产的全要素高精度电

子地图数据产品获自然资子地图数据产品获自然资

源部审核批准源部审核批准，，取得正式取得正式

的商业服务资质的商业服务资质。。

此前此前，，中海庭历时近中海庭历时近

三年三年，，完成了拥有全自主完成了拥有全自主

知识产权的第一代高精度知识产权的第一代高精度

电子地图数据智能工厂建电子地图数据智能工厂建

设设，，经过多轮次试生产验经过多轮次试生产验

证证，，第一批量产下线的数第一批量产下线的数

据产品即将交付客户据产品即将交付客户，，进进

行合规商业应用行合规商业应用。。

据悉据悉，，目前中海庭已目前中海庭已

完成全国高速公路完成全国高速公路，，包括包括

北北、、上上、、广等重点城市的广等重点城市的

高速公路高速公路、、快速路高精度快速路高精度

地图数据全覆盖地图数据全覆盖，，并计划并计划

明年推广至更多城市明年推广至更多城市。。

（庭宣）

中海庭高精度电子地图数据
产品获得商用批准

进博会是展现“上海服务”品牌，展示城市

形象的最佳载体。每位参加进博会的客人从走下

飞机到住进宾馆、从搭上接驳车到进入“四叶

草”，这些都离不开服务保障人员的辛勤付出。

进入“进博时间”，上海又一次全城总动

员，每一位普通人都披星戴月地努力工作着，力

求为进博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名上汽旗下

申沃客车的车辆保障人员，只是这支庞大的保障

队伍中的一员。在他背后，还有更多上汽人在为

这场举世瞩目的盛会而默默付出。他们都值得我

们书写和尊敬。

一个人，一群人

微评

车辆余值回购业务受热捧

“国江场”内的坚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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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团队一夜未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