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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焕新 产品换芯 用户欢欣
今年以来销量累计增长38%，上汽红岩发布历时三年打造的新一代重卡

本报记者 严瑶

1111 月月 1717 日日，，华灯初上华灯初上，，

上汽集团刚刚冠名的上汽浦上汽集团刚刚冠名的上汽浦

东足球场宛如一只巨大的东足球场宛如一只巨大的

““白瓷碗白瓷碗””，，晶莹剔透晶莹剔透。。上汽上汽

红岩全新品牌战略在此闪亮红岩全新品牌战略在此闪亮

发布发布。。同时同时，，第六代重卡产第六代重卡产

品登场亮相品登场亮相。。

上汽集团总裁王晓秋上汽集团总裁王晓秋，，

上汽集团副总裁上汽集团副总裁、、上汽红岩上汽红岩

董事长蓝青松亲临发布会现董事长蓝青松亲临发布会现

场场，，并为上汽红岩品牌新并为上汽红岩品牌新

LOGOLOGO揭幕揭幕。。

当晚当晚，，““上汽红岩上汽红岩，，中国中国

力量力量””八个有力的大字出现八个有力的大字出现

在大屏幕上在大屏幕上，，给人一种强烈给人一种强烈

的视觉冲击的视觉冲击。。这是上汽红岩这是上汽红岩

发布的全新品牌价值观发布的全新品牌价值观。。

回顾历史回顾历史，，上汽红岩实上汽红岩实

现了跨越式增长现了跨越式增长，，从从““站起站起

来来””到到““跑起来跑起来””，，红岩人以红岩人以

势不可挡的势不可挡的““红岩精神红岩精神””创创

造了造了““红岩速度红岩速度””。。今年是上今年是上

汽红岩在商用车行业深耕的汽红岩在商用车行业深耕的

第第5555年年，，企业凭借扎实的技企业凭借扎实的技

术和值得信赖的产品实现销术和值得信赖的产品实现销

量连番上涨量连番上涨，，截至截至1010月月，，重重

卡累计销售卡累计销售 66..4949 万辆万辆，，同比同比

增长增长3838%%。。

上汽红岩总经理楼建平上汽红岩总经理楼建平

在发布会现场表示在发布会现场表示，，““我们将我们将

紧紧围绕紧紧围绕‘‘中国力量中国力量’’这个这个

品牌核心品牌核心，，朝着朝着‘‘新能源化新能源化、、

智能化智能化、、网联化网联化、、定制化定制化’’的方的方

向创新引领向创新引领，，以信得过的技以信得过的技

术术、、安全可靠的产品安全可靠的产品，，成为成为

客户和行业有温度客户和行业有温度、、可信可信

赖赖、、有实力的合作伙伴有实力的合作伙伴。。””

记者注意到记者注意到，，新车上的新车上的

红 岩红 岩 LOGOLOGO 已 经 发 生 了 变已 经 发 生 了 变

化化。。新新 LOGOLOGO 延续延续““hyhy””字字

母元素母元素，，由圆角设计创新演由圆角设计创新演

变为直角设计变为直角设计，，彰显了坚彰显了坚

韧韧、、刚毅的产品特质和品牌刚毅的产品特质和品牌

性格性格，，诠释出蓬勃向上的中诠释出蓬勃向上的中

国力量内涵国力量内涵。。

““面对即将到来的面对即将到来的‘‘十四十四

五五’’，，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加速兴起的机遇下业变革加速兴起的机遇下，，

上汽红岩更要乘胜而上上汽红岩更要乘胜而上‘‘飞飞

起来起来’’，，成为市场高效运输解成为市场高效运输解

决方案提供者决方案提供者，，迈入重卡第迈入重卡第

一阵营一阵营。。””楼建平说楼建平说。。

““用户究竟想要得到一辆用户究竟想要得到一辆

什么样的重卡什么样的重卡””这个问题盘这个问题盘

旋于上汽领导层的脑海中旋于上汽领导层的脑海中，，

是帮助用户实现更低运营成是帮助用户实现更低运营成

本本，，还是更安全还是更安全，，又或是更又或是更

智能智能？？上汽红岩第六代重卡上汽红岩第六代重卡

给出了答案给出了答案：：““上汽用了上汽用了33年年

时间时间，，结合中国司机的驾驶结合中国司机的驾驶

习惯习惯，，投资投资77亿元开发了新车亿元开发了新车

型型，，就是希望能最大限度地就是希望能最大限度地

满足用户需求满足用户需求。。””楼建平说楼建平说。。

伴随消费升级伴随消费升级，，用户既用户既

希望重卡能帮助自己赚钱希望重卡能帮助自己赚钱，，

又希望驾乘更舒适又希望驾乘更舒适。。比如比如，，

中国卡车司机很多吃住在车中国卡车司机很多吃住在车

上上，，因而需要有舒适性较高因而需要有舒适性较高

的驾驶室的驾驶室。。““为此为此，，我们打造我们打造

了拥有行业内最大宽度了拥有行业内最大宽度 10501050

毫米的大卧铺毫米的大卧铺，，为用户提供为用户提供

了一个宽大了一个宽大、、舒适的休息空舒适的休息空

间间。。””上汽集团副总工程师郝上汽集团副总工程师郝

景贤说景贤说。。

与以往发布单一产品不与以往发布单一产品不

同同，，此次上汽红岩第六代重此次上汽红岩第六代重

卡带来行业最全能源组合卡带来行业最全能源组合：：

除传统燃油发动机和除传统燃油发动机和LNGLNG发发

动机之外动机之外，，新产品系列还包新产品系列还包

括了混动版括了混动版、、纯电版纯电版、、氢燃氢燃

料版料版。。““第六代上汽红岩重卡第六代上汽红岩重卡

新产品从外部造型到驾驶室新产品从外部造型到驾驶室

设计设计，，全部由上汽商用车技全部由上汽商用车技

术中心打造术中心打造，，是是100100%%的上汽的上汽

自主产品自主产品。。””楼建平表示楼建平表示，，

““明年明年，，这一系列的新产品将这一系列的新产品将

正式上市正式上市。。””

在发布会召开前在发布会召开前，，上汽上汽

红岩在临港智能驾驶测试基红岩在临港智能驾驶测试基

地为媒体记者们提供了一场地为媒体记者们提供了一场

智能驾驶体验智能驾驶体验。。““没想到红岩没想到红岩

的重卡可以这么智能的重卡可以这么智能，，未来未来

恐怕真的不需要司机了恐怕真的不需要司机了。。””有有

媒体记者在乘坐媒体记者在乘坐 55G+LG+L44 级自级自

动驾驶重卡后感慨动驾驶重卡后感慨。。

22年前年前，，在洋山港智能重在洋山港智能重

卡项目中卡项目中，，上汽集团以上汽上汽集团以上汽

红岩重卡为基础红岩重卡为基础，，融入融入 55G-G-

VV22XX 的的 LL44 级自动驾驶技术级自动驾驶技术，，

为人工智能和交通强国提供为人工智能和交通强国提供

了实战案例了实战案例。。如今如今，，LL44 级自级自

动驾驶技术正逐步运用到第动驾驶技术正逐步运用到第

六代重卡产品中六代重卡产品中。。““我们希望我们希望

它不仅仅是一辆重卡它不仅仅是一辆重卡，，在智在智

慧物流时代慧物流时代，，第六代重卡更第六代重卡更

要成为用户的智能伙伴要成为用户的智能伙伴。。””郝郝

景贤说景贤说。。

据悉据悉，，此次上汽红岩第此次上汽红岩第

六代重卡搭载了六代重卡搭载了 LL22++干线物干线物

流高速智驾系统流高速智驾系统，，标配标配AAEBEB、、

LKLKAA、、多源异构感知方案多源异构感知方案，，

能降低能降低 5252%%的事故发生率的事故发生率；；

基于高精度地图的预见性巡基于高精度地图的预见性巡

航航、、拟人化车辆控制拟人化车辆控制，，可实可实

现运营成本降低现运营成本降低1515%%。。

郝景贤表示郝景贤表示，，融合时下融合时下

兴起的兴起的55GG和智能技术的第六和智能技术的第六

代重卡代重卡，，不仅将开启上汽红不仅将开启上汽红

岩岩““智能重卡智能重卡””新时代新时代，，还将还将

驱动下一代重卡向高端化驱动下一代重卡向高端化、、

智能化智能化、、平台化方向升级平台化方向升级。。

首席记者 李修惠

近日近日，，享道出行正式登享道出行正式登

陆合肥陆合肥，，为当地市民提供高为当地市民提供高

品质品质、、更便捷的出行新选更便捷的出行新选

择择。。同一周同一周，，享道出行又登享道出行又登

陆南京陆南京，，开启试运营开启试运营。。

今年今年，，享道出行在长三享道出行在长三

角地区接连开城角地区接连开城，，顺应长三顺应长三

角发展一体化的趋势角发展一体化的趋势，，加强加强

跨区域协调互动跨区域协调互动。。主打主打““安安

全合规全合规””牌的享道出行牌的享道出行，，如如

今不仅是上海网约车出行市今不仅是上海网约车出行市

场的一张名片场的一张名片，，更致力于打更致力于打

造长三角地区移动出行服务造长三角地区移动出行服务

的标杆品牌的标杆品牌。。

长三角长三角““一体化一体化””要真要真

正正““融通融通””，，绝非一朝一夕之绝非一朝一夕之

功功。。要在短时间内迅速被长要在短时间内迅速被长

三角地区消费者所接受三角地区消费者所接受，，简简

单地将上海地区的运营经验单地将上海地区的运营经验

复制到其他城市是不行的复制到其他城市是不行的，，

必须深入当地百姓的生活场必须深入当地百姓的生活场

景景。。每开一城每开一城，，享道出行都享道出行都

会结合当地市民的消费特性会结合当地市民的消费特性

和偏好开展推广活动和偏好开展推广活动。。以合以合

肥为例肥为例，，为融入合肥市民生为融入合肥市民生

活活，，享道出行联合安徽交通享道出行联合安徽交通

广播发起的广播发起的““畅享庐州畅享庐州””主主

题系列活动题系列活动，，将于将于1111月月2121日日

落地包河区落地包河区罍罍街街，，1111月月2828日日

进入万象城进入万象城，，与合肥市民近与合肥市民近

距离互动距离互动。。

而在南京而在南京，，享道出行计享道出行计

划聚焦通勤商旅划聚焦通勤商旅、、休闲娱乐休闲娱乐

两大核心生活场景两大核心生活场景，，一方面一方面

针对用车需求量大的产业园针对用车需求量大的产业园

区区、、办公楼等工作场所优化办公楼等工作场所优化

服务服务，，保障上下班通勤保障上下班通勤；；另另

一方面将融入金鹰一方面将融入金鹰、、万达万达、、

中央商场等南京重点商圈中央商场等南京重点商圈，，

与南京市民近距离沟通与南京市民近距离沟通，，聆聆

听市民的出行需求听市民的出行需求，，打造定打造定

制化服务产品制化服务产品，，让人们舒心让人们舒心

出行出行、、畅享休闲时光畅享休闲时光。。

目前目前，，享道出行已实现享道出行已实现

包括上海包括上海、、郑州郑州、、苏州苏州、、杭杭

州州、、宁波在内的十余座城市宁波在内的十余座城市

覆盖运营覆盖运营，，并在上述五座城并在上述五座城

市的专车市场占有率稳居前市的专车市场占有率稳居前

三名三名，，注册用户数超过注册用户数超过 20002000

万人万人，，标准品质服务和合规标准品质服务和合规

安全体验赢得了用户的广泛安全体验赢得了用户的广泛

好评好评，，好评率高达好评率高达9797%%。。

未来未来，，享道出行将不断享道出行将不断

融入当地市民的通勤融入当地市民的通勤、、购物购物

等出行场景等出行场景，，针对用户的多针对用户的多

元化需求元化需求，，推出专属定制服推出专属定制服

务产品务产品，，让当地市民享受高让当地市民享受高

品质品质、、高性价比的服务高性价比的服务。。

享道出行深入布局长三角
为合肥、南京市民带去上汽品质服务

1111月月1919日日，，20202020长三长三

角百强企业新闻发布会在角百强企业新闻发布会在

上海召开上海召开，，会上发布了会上发布了

20202020 长三角企业长三角企业 100100 强强、、

20202020 长 三 角 制 造 业 企 业长 三 角 制 造 业 企 业

100100 强和强和 20202020 长三角服务长三角服务

业企业业企业 100100 强排行榜强排行榜。。在在

20202020 长三角企业长三角企业 100100 强榜强榜

单中单中，，营业收入排名前营业收入排名前 55

的企业分别是上汽集团的企业分别是上汽集团，，

太平洋建设太平洋建设、、苏宁控股苏宁控股、、

恒力集团恒力集团、、中国宝武中国宝武。。

20192019 年年，，长三角企业长三角企业

100100 强营业收入再创新纪强营业收入再创新纪

录录，，达到达到 1616..44 万亿元万亿元，，同同

比增长比增长11..99万亿元万亿元，，增长率增长率

为为1313..5757％％。。

20192019 年年，，长三角百强长三角百强

企业投入产出呈现良好上企业投入产出呈现良好上

升状态升状态，，在营业收入和净在营业收入和净

利润指标都实现百分比两利润指标都实现百分比两

位数增长的同时位数增长的同时，，资产总资产总

额额、、员工人数的投入指标员工人数的投入指标

增长幅度较小增长幅度较小，，显示出资显示出资

产效率和劳动效率得到进产效率和劳动效率得到进

一步改善的良好趋势一步改善的良好趋势。。这这

一态势反映了长三角百强一态势反映了长三角百强

企业通过创新驱动企业通过创新驱动，，转型转型

发展发展，，企业发展动能继续企业发展动能继续

向提高员工素质向提高员工素质、、提升经提升经

营管理水平方向转换营管理水平方向转换，，依依

靠技术创新和装备升级换靠技术创新和装备升级换

代提高企业发展质量的成代提高企业发展质量的成

效进一步显现效进一步显现。。 （宗何）

上汽位列2020长三角
企业100强榜首

“中国力量”引领
品牌焕新

造用户需要的重卡

软件时代构建
差异化硬实力

第三届进博会期间第三届进博会期间，，

上汽集团安吉物流馆和往上汽集团安吉物流馆和往

年一样热闹年一样热闹，，专业观众络专业观众络

绎不绝绎不绝，，馆内还迎来了一馆内还迎来了一

批重量级嘉宾批重量级嘉宾。。

新华社党组成员新华社党组成员、、秘秘

书长宫喜祥书长宫喜祥，，新华社总经新华社总经

理室副总经理潘海平等来理室副总经理潘海平等来

到展馆到展馆，，对上汽和安吉的对上汽和安吉的

实力表示赞赏实力表示赞赏，，并对扶贫并对扶贫

项目项目““沪拉圈行动沪拉圈行动””产生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了浓厚的兴趣，，表示愿意表示愿意

一起合作一起合作，，为扶贫工作做为扶贫工作做

出贡献出贡献。。云南省丽江市副云南省丽江市副

市长江洪清带队专程来到市长江洪清带队专程来到

展馆参观扶贫产品展示展馆参观扶贫产品展示，，

表示将继续深入推进丽江表示将继续深入推进丽江

扶贫工作扶贫工作，，搭建好沪滇扶搭建好沪滇扶

贫产品桥梁贫产品桥梁，，丰富上海市丰富上海市

民的餐桌民的餐桌，，帮助丽江百姓帮助丽江百姓

致富致富。。

展馆还接待了许多招展馆还接待了许多招

商单位商单位、、行业客户行业客户、、知名知名

企业领导等企业领导等，，向他们展示向他们展示

了上汽安吉物流的企业实了上汽安吉物流的企业实

力力，，并与之共同探讨双方并与之共同探讨双方

合作前景合作前景。。

（安流宣）

1111月月1010日日，，第三届中第三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落下帷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落下帷

幕幕。。其间其间，，申沃公司参与申沃公司参与

保障车辆运转平稳有序保障车辆运转平稳有序，，

实现公交行业要求的会展实现公交行业要求的会展

核心区域核心区域““五个零五个零””保障保障

目标目标，，顺利完成进博会顺利完成进博会

车辆保障任务车辆保障任务。。极具都市极具都市

动 感 的 申 沃动 感 的 申 沃 99 系系 ，， 成 为成 为

““四叶草四叶草””周边一道靓丽的周边一道靓丽的

风景线风景线。。

申沃公司共派出申沃公司共派出 172172

辆接驳线公交车辆接驳线公交车，，累计发累计发

车车 711711 次次；；累计完成累计完成““一一

程一检程一检””53105310 次次、、““一天一天

一检一检””21682168 次次；；派出派出 107107

人保障团队人保障团队，，共计完成保共计完成保

障人员培训障人员培训18401840人次人次。。

为了确保服务保障工为了确保服务保障工

作顺利开展作顺利开展，，申沃公司制申沃公司制

订了多项应急预案来有效订了多项应急预案来有效

提升协同工作能力及应急提升协同工作能力及应急

处置效率处置效率，，强化技能实操强化技能实操

培训培训、、切实执行切实执行““一程一一程一

检检”“”“一天一检一天一检””制度以确制度以确

保车辆运行可靠保车辆运行可靠。。

申沃公司售后团队将申沃公司售后团队将

继续保持昂扬的激情继续保持昂扬的激情，，坚坚

持持““情系客户情系客户，，尽心尽尽心尽

责责””的服务理念的服务理念，，树立树立

““申沃申沃360360服务服务””品牌品牌，，齐齐

心协力为公交客户提供更心协力为公交客户提供更

新保障新保障、、更强支持更强支持、、更好更好

服务服务。。 （申文）

上汽安吉物流馆第三次
“进博秀”收官

申沃公司圆满完成
进博保障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