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1月月1717日日，，随着一辆全随着一辆全

新别克微蓝新别克微蓝66插电式混动车驶插电式混动车驶

下生产线下生产线，，上汽通用汽车武上汽通用汽车武

汉分公司迎来第汉分公司迎来第300300万辆整车万辆整车

下线下线。。今年今年，，面对严重的疫面对严重的疫

情情，，武汉分公司全体员工众武汉分公司全体员工众

志成城志成城、、共克时艰共克时艰，，积极推积极推

进复工复产进复工复产，，不仅按时保质不仅按时保质

实现了雪佛兰探界者首批出实现了雪佛兰探界者首批出

口海外市场订单的顺利交口海外市场订单的顺利交

付付，，更助力上汽通用汽车旗更助力上汽通用汽车旗

下多款全新车型的上市下多款全新车型的上市，，确确

保企业各项生产和经营有序保企业各项生产和经营有序

开展开展，，再次彰显了武汉分公再次彰显了武汉分公

司的拼搏精神和争先斗志司的拼搏精神和争先斗志。。

回顾历史回顾历史，，上汽通用武上汽通用武

汉分公司于汉分公司于20122012年年66月月66日奠日奠

基基，，仅用仅用 2727 个月就建成竣个月就建成竣

工工，，并于并于 20152015 年年 11 月整车一月整车一

期投产的当天开始二期工厂期投产的当天开始二期工厂

的建设的建设。。20172017年年44月月77日日，，武武

汉整车二期投产汉整车二期投产，，刷新了一刷新了一

期项目的建成投产速度纪期项目的建成投产速度纪

录录，，成为上汽通用汽车又一成为上汽通用汽车又一

个引以为傲的个引以为傲的““武汉速度武汉速度””。。

作为上汽通用汽车旗下最作为上汽通用汽车旗下最

““年轻年轻””，，也是最领先也是最领先、、最具最具

智能化的生产制造基地之智能化的生产制造基地之

一一，，20182018年年1212月月1818日日，，武汉武汉

分公司实现第分公司实现第200200万辆整车下万辆整车下

线线；；时隔不到两年时隔不到两年，，今天今天，，

武汉分公司为上汽通用汽车武汉分公司为上汽通用汽车

再添一个再添一个““百万辆百万辆””，，““武汉武汉

速度速度””为这座一流的汽车生为这座一流的汽车生

产工厂再次书写高光时刻产工厂再次书写高光时刻。。

而继而继300300万辆整车之后万辆整车之后，，上汽上汽

通用汽车武汉分公司很快将通用汽车武汉分公司很快将

迎来第迎来第400400万台发动机下线万台发动机下线，，

标志着武汉分公司的制造规标志着武汉分公司的制造规

模迈上新台阶模迈上新台阶，，业务发展踏业务发展踏

上新征程上新征程。。

年初年初，，突如其来的疫情突如其来的疫情

打乱了所有国人的生活节打乱了所有国人的生活节

奏奏，，更使武汉分公司全面停更使武汉分公司全面停

摆摆。。然而然而，，武汉分公司上下武汉分公司上下

齐心齐心，，顶着重重压力顶着重重压力，，迎难迎难

而上而上，，不仅积极解决员工的不仅积极解决员工的

复工通行问题复工通行问题，，专人专岗专人专岗，，

帮助湖北各地员工有序帮助湖北各地员工有序、、安安

全地返汉返岗全地返汉返岗；；同时同时，，以以““11

带带 200200””，，帮助帮助 200200 多家供应多家供应

商进行疫情防控商进行疫情防控，，协助他们协助他们

向政府进行复工申报向政府进行复工申报，，并且并且

派遣大量专家和员工手把手派遣大量专家和员工手把手

支援供应商的复工复产支援供应商的复工复产。。33月月

1010 日日，，武汉分公司获得政府武汉分公司获得政府

批准批准，，成为武汉首批复工的成为武汉首批复工的

企业企业；；44 月月 88 日日，，武汉武汉““解解

封封””的第一天的第一天，，由上汽通用由上汽通用

汽车武汉分公司生产的汽车武汉分公司生产的216216辆辆

雪佛兰探界者从武汉大花岭雪佛兰探界者从武汉大花岭

火车站出发火车站出发，，运往乌兹别克运往乌兹别克

斯坦斯坦，，开始了开始了““中国智造中国智造””

远征远征““一带一路一带一路””的旅程的旅程。。

这是继这是继 20172017 年武汉分公司生年武汉分公司生

产的雪佛兰科沃兹出口海外产的雪佛兰科沃兹出口海外

市场后市场后，，上汽通用汽车以上汽通用汽车以

““中国智造中国智造””拓展海外版图的拓展海外版图的

又一重大突破又一重大突破，，充分彰显了充分彰显了

上汽通用武汉分公司的上汽通用武汉分公司的““智智

能制造能制造””实力实力，，更印证了上更印证了上

汽通用汽车卓越的产品实汽通用汽车卓越的产品实

力力，，以及世界一流的制造水以及世界一流的制造水

平和管理体系平和管理体系。。

自自 20152015 年投产以来年投产以来，，上上

汽通用汽车武汉分公司不仅汽通用汽车武汉分公司不仅

累计生产整车累计生产整车300300万辆万辆，，更创更创

造产值造产值 24772477..33 亿元亿元，，实现纳实现纳

税税143143..33亿元亿元，，为促进地区优为促进地区优

势产业进一步加速转型势产业进一步加速转型、、提提

升能级和推动区域经济快速升能级和推动区域经济快速

增长做出了积极贡献增长做出了积极贡献，，为武为武

汉市和湖北省的社会经济发汉市和湖北省的社会经济发

展带来更多新动力展带来更多新动力。。（童勇）

1111月月1818日日，，上汽投资上汽投资

旗下私募股权投资平台尚旗下私募股权投资平台尚

颀资本所管理基金投资的颀资本所管理基金投资的

会通股份会通股份 （（688219688219）） 在科在科

创板成功挂牌创板成功挂牌。。本次公开本次公开

发行发行，，会通股份发行价为会通股份发行价为

88..2929元元//股股，，上市首日上市首日，，开开

盘价为盘价为 3636 元元//股股，，开盘最开盘最

高涨幅为高涨幅为346346..3232%%。。

会通股份是国内规模会通股份是国内规模

最大最大、、客户覆盖面最广的客户覆盖面最广的

改性塑料企业改性塑料企业，，产品广泛产品广泛

应用于家电应用于家电、、汽车汽车、、通通

讯讯、、电子电气电子电气、、医疗等诸医疗等诸

多国家支柱性产业和新兴多国家支柱性产业和新兴

行业行业。。

尚颀资本一直聚焦汽尚颀资本一直聚焦汽

车产业链上下游的投资机车产业链上下游的投资机

会会。。尚颀资本投资团队认尚颀资本投资团队认

为为：：汽车是改性塑料的一汽车是改性塑料的一

大应用领域大应用领域，，随着汽车轻随着汽车轻

量化趋势的发展量化趋势的发展，，未来汽未来汽

车行业对改性塑料的应用车行业对改性塑料的应用

需求将不断攀升需求将不断攀升。。会通股会通股

份作为改性塑料产业的杰份作为改性塑料产业的杰

出代表出代表，，也将充分受益于也将充分受益于

行业的快速发展行业的快速发展。。基于该基于该

逻辑逻辑，，20172017 年年 77 月月，，尚颀尚颀

资本完成了对会通股份的资本完成了对会通股份的

投资投资。。

20202020 年是股权投资市年是股权投资市

场备受考验的一年场备受考验的一年，，募资募资

端端、、投资端活跃度都大幅投资端活跃度都大幅

降低降低，，但尚颀资本在逆势但尚颀资本在逆势

中依然取得中依然取得 33 家被投企业家被投企业

科创板上市科创板上市、、22 家企业已家企业已

过会过会、、11 家企业正在上市家企业正在上市

审核中的优异成绩审核中的优异成绩。。

未来未来，，尚颀资本将坚尚颀资本将坚

持价值投资的理念持价值投资的理念，，运用运用

产业赋能手段产业赋能手段，，服务产业服务产业

链和供应链体系进口替链和供应链体系进口替

代代、、制造升级的需求制造升级的需求，，把把

握产业链中具有握产业链中具有““核心核心、、

自主自主、、科技科技””能力的投能力的投

资资、、并购及产业整合机会并购及产业整合机会。。

““武汉速度武汉速度””再创佳绩再创佳绩

2020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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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管理创新管理 砥砺前行砥砺前行

“2020长宁IM大通市集”落幕

尚颀资本投资企业会通股份

科创板上市

从火热开场到圆满落从火热开场到圆满落

幕幕，，从助燃城市从助燃城市““烟火气烟火气””

到引爆魔都夜生活到引爆魔都夜生活，，在短短在短短

两个月的时间里两个月的时间里，，一场别开一场别开

生面的生面的““车轮上的夜市车轮上的夜市””，，

赢得了数十万人的线下驻足赢得了数十万人的线下驻足

与百万级线上点赞与百万级线上点赞，，这便是这便是

上汽大通携手上海市长宁区上汽大通携手上海市长宁区

政府倾力打造的高品质夜市政府倾力打造的高品质夜市

————““20202020 长宁长宁 IMIM 大通市大通市

集集””。。这不仅仅是长宁区政这不仅仅是长宁区政

府举办的首个大规模夜市府举办的首个大规模夜市，，

更是以上海网红新地标之更是以上海网红新地标之

姿姿，，成功助推上海夜间经济成功助推上海夜间经济

形态的转型升级形态的转型升级，，让丰富多让丰富多

彩的彩的““夜上海夜上海””生活圆满落生活圆满落

地长宁地长宁。。

1111月月1616日日，，““20202020长宁长宁

IMIM 大通市集大通市集””圆满落幕圆满落幕。。

在横跨中秋在横跨中秋、、国庆国庆、、““双双

1111””等热门节点等热门节点、、长达两个长达两个

月的活动中月的活动中，，““20202020长宁长宁IMIM

大通市集大通市集””融合年轻人的消融合年轻人的消

费潮流费潮流，，携手国际知名品牌携手国际知名品牌

大嘴猴大嘴猴、、当红意大利冰淇淋当红意大利冰淇淋

品 牌品 牌 GROMGROM、、 网 红 综 艺网 红 综 艺

““忘不了餐厅忘不了餐厅””等众多文等众多文

创创、、餐饮品牌餐饮品牌，，以饕餮美以饕餮美

食食、、艺术展示艺术展示、、后备箱集后备箱集

市市、、亲子娱乐亲子娱乐、、动感音乐舞动感音乐舞

台等丰富多样的功能区域与台等丰富多样的功能区域与

““复古复古8080”“”“喜迎国庆喜迎国庆””等多等多

变主题沉浸式消费场景变主题沉浸式消费场景，，吸吸

引了大批年轻人驻足流连引了大批年轻人驻足流连。。

不仅有效促进了传统文化与不仅有效促进了传统文化与

新生代文化的互动融合新生代文化的互动融合，，更更

以精彩纷呈的夜市新生态以精彩纷呈的夜市新生态，，

有效提升了城市品位与形有效提升了城市品位与形

象象。。

同时同时，，““20202020长宁长宁IMIM大大

通市集通市集””亦是首次真正意义亦是首次真正意义

上的上的““车轮上的夜市车轮上的夜市””，，特特

殊的形式吸引了大批年轻用殊的形式吸引了大批年轻用

户在线下打卡户在线下打卡，，这些都得益这些都得益

于上汽大通于上汽大通 MAXUSMAXUS （（迈克迈克

萨斯萨斯））的鼎力支持的鼎力支持。。上汽大上汽大

通多种车型改造的各款流动通多种车型改造的各款流动

服务车服务车，，不仅满足了集市各不仅满足了集市各

板块的个性化应用需求板块的个性化应用需求，，更更

展现出上汽大通展现出上汽大通MAXUSMAXUS作作

为为““中国汽车定制专家中国汽车定制专家””的的

强大技术底蕴与定制实力强大技术底蕴与定制实力，，

为这场热闹非凡的市集活动为这场热闹非凡的市集活动

增添不少增添不少““烟火气烟火气””。。

作为全球首家实施作为全球首家实施CC22BB

大规模智能定制模式的创新大规模智能定制模式的创新

汽车企业汽车企业，，上汽大通上汽大通MAXMAX--

USUS 全系车型支持全系车型支持 CC22BB 智能智能

定制定制，，用户通过用户通过““蜘蛛智蜘蛛智

选选””智能选配平台智能选配平台，，最快在最快在

33 分钟内即可定制出心中的分钟内即可定制出心中的

““dream cardream car””。。无论是用于无论是用于

夜 市 新 生 态 的夜 市 新 生 态 的 ““ 出 摊 神出 摊 神

器器””，，还是早餐车还是早餐车、、负压救负压救

护车护车、、核酸检测车核酸检测车、、血液运血液运

输车输车、、冷藏车冷藏车、、邮政车等各邮政车等各

类 专 用 车 型类 专 用 车 型 ，， 上 汽 大 通上 汽 大 通

MAXUSMAXUS 均能提供匹配的车均能提供匹配的车

型与专业的定制服务型与专业的定制服务，，满足满足

不同用户多样化不同用户多样化、、个性化的个性化的

需求需求，，守护大家的美好生守护大家的美好生

活活。。

两个月的时光转瞬即两个月的时光转瞬即

逝逝，，““20202020 长宁长宁 IMIM 大通市大通市

集集””业已落幕业已落幕。。此次夜市活此次夜市活

动不仅为长宁夜色注入了新动不仅为长宁夜色注入了新

的内涵的内涵，，也让长宁区拥有了也让长宁区拥有了

一张崭新的名片一张崭新的名片。。上汽大通上汽大通

MAXUSMAXUS 参与其中参与其中，，充分展充分展

现了旗下多款车型及定制化现了旗下多款车型及定制化

的别致魅力的别致魅力。。而这仅仅是序而这仅仅是序

曲曲，，上汽大通上汽大通MAXUSMAXUS将持将持

续以续以““中国汽车定制专家中国汽车定制专家””

为立足点为立足点，，为用户创领为用户创领““生生

而与众不同而与众不同””的全新汽车生的全新汽车生

活活。。 （徐维秀）

上汽大通上汽大通MAXUSMAXUS演绎演绎““车轮上的新夜市车轮上的新夜市””

上汽通用武汉分公司第300万辆整车下线

1111月月1212日日，，20202020第三第三

届上汽集团试制试验公告届上汽集团试制试验公告

高峰论坛在广德举行高峰论坛在广德举行。。

本次高峰论坛由上汽本次高峰论坛由上汽

商用车技术中心试验认证商用车技术中心试验认证

部主办部主办，，来自上汽集团来自上汽集团、、

上汽乘用车技术中心上汽乘用车技术中心、、上上

汽商用车技术中心汽商用车技术中心、、上汽上汽

泛亚技术中心泛亚技术中心、、上海机动上海机动

车检测中心车检测中心、、上汽大众上汽大众、、

上汽依维柯红岩上汽依维柯红岩、、上汽大上汽大

通南京分公司的通南京分公司的6060余名试余名试

验试制公告专家和资深工验试制公告专家和资深工

程师通过交流互通程师通过交流互通、、经验经验

分享分享，，推动技术推动技术、、信息信息、、

管理等要素对接共享管理等要素对接共享，，针针

对对““新四化新四化””趋势下如何趋势下如何

创新创新、、如何保持经久不衰如何保持经久不衰

的竞争力展开深入探讨的竞争力展开深入探讨，，

共话共话““智能化智能化””趋势下趋势下，，

汽车行业试验试制公告未汽车行业试验试制公告未

来的发展方向来的发展方向。。 （周立）

国家机动车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中心（上海）广德基地启动运营

1111 月月 2020 日日，，国家机动国家机动

车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车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上海上海））广德基地启动运营广德基地启动运营

仪式在安徽省广德市举行仪式在安徽省广德市举行。。

宣城市委市政府宣城市委市政府、、广德市委广德市委

市政府市政府、、安徽省经信厅安徽省经信厅、、上上

海市政府参事海市政府参事、、上海市经上海市经

信委信委、、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上海临港集团等相关单位上海临港集团等相关单位

领导领导，，““三省一市三省一市””汽车工汽车工

程协会秘书长程协会秘书长，，长三角汽长三角汽

车产业链上的百余家企业车产业链上的百余家企业

相关负责人参加启动仪式相关负责人参加启动仪式。。

国家机动车产品质量国家机动车产品质量

监督检验中心监督检验中心（（上海上海））广德广德

基地正式启动运营基地正式启动运营，，是上海是上海

汽车产业的优势资源在长汽车产业的优势资源在长

三角地区的延伸三角地区的延伸；；是是国家行国家行

业管理和产品质量监管在业管理和产品质量监管在

长三角区域强有力的技术长三角区域强有力的技术

支撑支撑；；是推动是推动““三省一三省一

市市””智能制造协同发展的智能制造协同发展的

坚实助力坚实助力；；也是上海机动也是上海机动

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

有限公司积极落实有限公司积极落实““长三长三

角一体化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发展战略，，搭搭

建面向长三角地区汽车产建面向长三角地区汽车产

业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的业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的

重要举措重要举措。。

仪式结束后仪式结束后，，各单位各单位

先后举行了先后举行了““长三角一体化长三角一体化

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标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标

准技术研究合作准技术研究合作””签约仪式签约仪式

和和““三省一市主要汽车企业三省一市主要汽车企业

与广德基地与广德基地产业服务合作产业服务合作

项目项目””启动仪式启动仪式。。（检宣）

上汽试验试制公告高峰论坛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