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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总体战总体战 阻击战阻击战

敬告读者 本期8版

首席记者 阮希琼 李修惠

本报记者 张渊源

连日来连日来，，上汽集团坚决上汽集团坚决

贯彻落实上海市委市政府精贯彻落实上海市委市政府精

神神，，要求各单位在确保疫情要求各单位在确保疫情

防控措施落实的前提下防控措施落实的前提下，，有有

序推动复工序推动复工、、复产复产，，积极把积极把

企业的经济发展工作抓起企业的经济发展工作抓起

来来，，并使之成为应对疫情并使之成为应对疫情、、

抗击疫情的有力支撑抗击疫情的有力支撑。。同同

时时，，切实做好员工信息管切实做好员工信息管

理理、、健康管理健康管理，，履行疫情防履行疫情防

控主体责任控主体责任。。

生产一线也是战“疫”前线，上汽有序推动各企业复工复产

抗击疫情下的上汽经济热力地图

首席记者 李修惠

““高速公路要么封路高速公路要么封路，，

要么限行要么限行，，产品在路上的产品在路上的

时间不好预测时间不好预测；；海关延期海关延期

复工复工，，产品清关时间也变产品清关时间也变

长了长了；；还有还有，，一些国家在一些国家在

疫情期间对我们实施入境疫情期间对我们实施入境

管制管制，，纸质单证无法直接纸质单证无法直接

送到海外经销商手中送到海外经销商手中。”。”说说

起疫情可能对物流造成的起疫情可能对物流造成的

影响影响，，上汽国际海外整车上汽国际海外整车

物流部负责人便停不下来物流部负责人便停不下来。。

““最近最近，，有批车从上汽有批车从上汽

乘用车郑州基地运来上乘用车郑州基地运来上

海海，，再从上海发往澳大利再从上海发往澳大利

亚亚。”。”上汽国际海外整车物上汽国际海外整车物

流部负责人介绍道流部负责人介绍道，，按照按照

正常的流程正常的流程，，这批产品应这批产品应

该搭乘板车走高速公路抵该搭乘板车走高速公路抵

达上海达上海。。但根据防疫措但根据防疫措

施施，，板车司机抵达郑州提板车司机抵达郑州提

车之前车之前，，需要先自我隔离需要先自我隔离

1414天天。。照此推算照此推算，，这批产这批产

品根本不可能按时发运品根本不可能按时发运。。

于是上汽国际整车物于是上汽国际整车物

流部制订了一条创新的物流部制订了一条创新的物

流路线流路线：：先将车辆运送到先将车辆运送到

郑州火车站郑州火车站，，经铁路运输经铁路运输

到达上海后到达上海后，，再直接运送再直接运送

到海通码头装船发运到海通码头装船发运。”。”

产品按时发运了产品按时发运了，，可可

怎么把纸质提单准时送到怎么把纸质提单准时送到

海外公司又成了一大考验海外公司又成了一大考验。。

疫情爆发后疫情爆发后，，澳大利澳大利

亚对中国实施入境管制亚对中国实施入境管制，，

国际快递也停了国际快递也停了，，提单没提单没

办法直接从中国送到澳大办法直接从中国送到澳大

利亚利亚。“。“恰巧有上汽中东公恰巧有上汽中东公

司的员工在过完春节假期司的员工在过完春节假期

后回中东地区后回中东地区，，我们便请我们便请

他把提单带到中东他把提单带到中东，，再从再从

中东把单据用国际快递发中东把单据用国际快递发

往澳大利亚往澳大利亚。”。”

就这样就这样，，上汽国际一上汽国际一

路路““过五关过五关、、斩六将斩六将”，”，完完

成了原定的发运计划成了原定的发运计划。。

不仅是整车物流不仅是整车物流，，在在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上汽上汽

国际就已紧锣密鼓地在各国际就已紧锣密鼓地在各

个环节做起了预案个环节做起了预案。。

在配件供应方面在配件供应方面，，供供

应链管控部及时分析配件应链管控部及时分析配件

到港状态到港状态、、计划订单计划订单，，思思

考各类方案考各类方案，，做到尽快发做到尽快发

运运，，确保及时供应确保及时供应。。

在品牌方面在品牌方面，，考虑到考虑到

疫情开始后疫情开始后，，海外市场消海外市场消

费者可能对国内疫情产生费者可能对国内疫情产生

恐慌情绪恐慌情绪，，上汽国际各海上汽国际各海

外公司和办事处与合作伙外公司和办事处与合作伙

伴进行定期伴进行定期、、透明透明、、正正

向向、、积极的沟通积极的沟通，，积极回积极回

应应，，抢占主动权抢占主动权，，共同消共同消

除当地消费者的顾虑除当地消费者的顾虑。。

截至目前截至目前，，上汽国际上汽国际

22月已发往沙特月已发往沙特21432143辆辆、、中中

东东GCCGCC地区地区321321辆辆、、南南美美

地区地区 8686 辆辆、、埃及埃及 554554 辆新辆新

车车。。本月还将有产品按计本月还将有产品按计

划陆续发往澳大利亚划陆续发往澳大利亚、、菲菲

律宾律宾、、欧洲等国家和地区欧洲等国家和地区。。

本报记者 邹勇

22月月1818日日，，天地华宇借天地华宇借

助上汽安吉物流助上汽安吉物流““公公、、铁铁、、

水水””多式联运多式联运，，以及遍布全以及遍布全

国的快运网络优势国的快运网络优势，，在最短在最短

的时间内开通上海的时间内开通上海--武汉铁武汉铁

路专线路专线。。据介绍据介绍，，首班上首班上

海海--武汉铁路专列将于近期武汉铁路专列将于近期

发车发车。。

目前目前，，疫情防控升级疫情防控升级，，

各地交通管制标准不一各地交通管制标准不一，，部部

分地区封城分地区封城、、封路封路。。在这种在这种

情况下情况下，，天地华宇通过与铁天地华宇通过与铁

路相关部门紧急协调路相关部门紧急协调，，成功成功

开通上海开通上海--武汉地区铁路专武汉地区铁路专

线线，，突破公路运输瓶颈突破公路运输瓶颈，，满满

足客户发货需求足客户发货需求。。

据了解据了解，，此次开通的上此次开通的上

海海--武汉铁路专线面向武汉武汉铁路专线面向武汉

市全境市全境，，主要用于运送抗疫主要用于运送抗疫

急需的医疗设备和物资急需的医疗设备和物资，，可可

通过公铁联运实现通过公铁联运实现““门到门到

门门””服务服务，，最大程度方便客最大程度方便客

户发件和收件户发件和收件，，助力武汉打助力武汉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自疫情发生以来自疫情发生以来，，天地天地

华宇开通了华东地区至武汉华宇开通了华东地区至武汉

的 绿 色 通 道的 绿 色 通 道 。。 从从 22 月月 66 日日

起起，，天地华宇在获得国家和天地华宇在获得国家和

地方政府允许复工的前提地方政府允许复工的前提

下下，，逐步恢复全网运行逐步恢复全网运行。。

海外整车物流不延期

上汽国际：过五关，斩六将

上汽安吉物流和天地华宇战“疫”再出大招

开通上海-武汉铁路专线

22 月月 1010 日日，，很多用户很多用户

发现发现，，享道出行享道出行APPAPP 更新更新

了了。。更新的紧急版本新增更新的紧急版本新增

了了““支持提前支持提前 1515 分钟预分钟预

约约””的功能的功能，，让用户能够让用户能够

在疫情期间尽量减少在公在疫情期间尽量减少在公

众场合等待网约车的时间众场合等待网约车的时间。。

几天前几天前，，享道出行数享道出行数

据产品策略部的山岩接到据产品策略部的山岩接到

了改进预约功能任务了改进预约功能任务。。虽虽

然没有离开过上海然没有离开过上海，，但山但山

岩所居住的小区有一例确岩所居住的小区有一例确

诊病例诊病例，，小区被封闭隔小区被封闭隔

离离。。在家办公的他接到任在家办公的他接到任

务后务后，，立刻拿起电脑开始立刻拿起电脑开始

投入工作投入工作。。山岩知道山岩知道，，他他

的设计文稿提交得越早的设计文稿提交得越早，，

留给其他产品研发部门的留给其他产品研发部门的

同事开发这一新功能的时同事开发这一新功能的时

间就越多间就越多，，新版本的新版本的 APPAPP

也能越早上线也能越早上线。。

微 信微 信 、、 叮 叮叮 叮 、、 电 话电 话

……山岩用上了所有的即……山岩用上了所有的即

时沟通工具时沟通工具。。虽然无法像虽然无法像

往常一样面对面沟通往常一样面对面沟通，，可可

他与同事之间的默契度和他与同事之间的默契度和

专业度让他们的工作效率专业度让他们的工作效率

一如既往地高一如既往地高。。当晚当晚，，他他

便交出了设计文稿便交出了设计文稿。。

虽然不在办公室虽然不在办公室，，但但

许许多多像山岩一样的上许许多多像山岩一样的上

汽人正积极投入到工作中汽人正积极投入到工作中。。

谁也没有想到谁也没有想到，，疫情之疫情之

下下，，车企高管竟然学起了李车企高管竟然学起了李

佳琪佳琪，，开始直播开始直播““带货带货”。”。

22 月月 1414，，情人节当天情人节当天，，

荣威荣威、、名爵的直播间内名爵的直播间内，，上上

汽乘用车副总经理俞经民和汽乘用车副总经理俞经民和

上海本地视频段子手上海本地视频段子手““GG僧僧

东东””侃侃而谈侃侃而谈，，不仅向不仅向 5050

万在线观众普及了车内防疫万在线观众普及了车内防疫

小知识小知识，，更为上汽乘用车的更为上汽乘用车的

车主送出了车主送出了 22002200 份车内杀份车内杀

菌清洁用品菌清洁用品，，在第一时间把在第一时间把

企业对于车主的关怀送达企业对于车主的关怀送达。。

““我们希望用这种接地我们希望用这种接地

气气、、高人气的新模式高人气的新模式，，进一进一

步把传播路径步把传播路径、、用户沟通从用户沟通从

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转向线上，，推动未来汽推动未来汽

车服务和营销方式的创新进车服务和营销方式的创新进

化化。”。”俞经民的表态代表上俞经民的表态代表上

汽乘用车对于市场变化的及汽乘用车对于市场变化的及

时响应和营销思路的快速转时响应和营销思路的快速转

变变。。据了解据了解，，此次上汽乘用此次上汽乘用

车情人节直播车情人节直播，，是国内第一是国内第一

家车企厂商家车企厂商、、第一位车企高第一位车企高

管与车主在线直播互动管与车主在线直播互动。。

事实上事实上，，荣威荣威、、名爵品名爵品

牌在此前就已推出了各自的牌在此前就已推出了各自的

线上体验中心线上体验中心，，以及以及““00接接

触触””的购车服务的购车服务。“。“春节期春节期

间间，，有一位盛女士通过浏览有一位盛女士通过浏览

我们的我们的VRVR展厅展厅，，留下了销留下了销

售线索售线索。。之后之后，，我们销售人我们销售人

员就一直与她进行沟通员就一直与她进行沟通。。在在

复工第一天复工第一天，，盛女士就来店盛女士就来店

里进行了名爵里进行了名爵 ZSZS 的试驾的试驾。。

由于准备充分由于准备充分，，我们很快就我们很快就

签订了合同签订了合同。”。”上海天悦名上海天悦名

爵爵44SS店总经理许凯说店总经理许凯说。。

走进延锋彼欧的生产现走进延锋彼欧的生产现

场场，，这里并没有太多的员这里并没有太多的员

工工，，自动化的生产设备正在自动化的生产设备正在

调试调试，，有的已经投入生产状有的已经投入生产状

态态。。特殊时期特殊时期，，如何保证生如何保证生

产安全产安全、、效率和质量效率和质量？？

延锋彼欧常务副总经理延锋彼欧常务副总经理

谢斌带记者走进了一个神秘谢斌带记者走进了一个神秘

的房间的房间，，房间的两面墙上布房间的两面墙上布

满了屏幕满了屏幕，，全国各地工厂的全国各地工厂的

生产情况生产情况、、产品质量产品质量、、设备设备

状态等在上面一目了然状态等在上面一目了然，，实实

时更新时更新。“。“这只是其中一部这只是其中一部

分分，，每个部门都有信息屏每个部门都有信息屏，，

为各部门提供各自需要了解为各部门提供各自需要了解

的实时信息的实时信息。”。”谢斌指着一谢斌指着一

块屏幕说块屏幕说，“，“这是昨天刚加这是昨天刚加

上去的信息上去的信息，，因为疫情因为疫情，，

我们添加上了一线员工到我们添加上了一线员工到

岗情况岗情况。”。”

延锋彼欧是华域汽车延锋彼欧是华域汽车

的智能制造标杆工厂之的智能制造标杆工厂之

一一。“。“早在疫情发生前早在疫情发生前，，工工

厂就基本上实现了报表全厂就基本上实现了报表全

自动生成和电子化巡检自动生成和电子化巡检、、

无纸化办公无纸化办公，，大大提升了大大提升了

效率效率。”。”谢斌说谢斌说，“，“如今如今，，

我们全国各地近我们全国各地近3030家工厂家工厂

的设备均已实现联网的设备均已实现联网，，信信

息自动采集息自动采集，，利用大数据利用大数据

实现过程控制实现过程控制，，预判问预判问

题题，，将问题扼杀在摇篮将问题扼杀在摇篮

中中。。智能制造还降低了人智能制造还降低了人

员聚集引发感染的可能员聚集引发感染的可能。”。”

今年今年，，延锋彼欧打算延锋彼欧打算

进一步利用智能制造实现进一步利用智能制造实现

自动排产自动排产。“。“做到智能化的做到智能化的

工厂运营工厂运营，，就必须要提高就必须要提高

效率效率，，用更精益的方式去用更精益的方式去

生产生产。。这段时间是考验这段时间是考验，，

也是我们练好内功的好时也是我们练好内功的好时

机机。”。”谢斌说谢斌说。。

营销手段创新：线上直播引来众多粉丝

智能制造赋能：队伍优化质量不降低

居家模式办公：不在办公室却时时在线上

迂回战术保发运

环环相扣做足预案

延锋彼欧生产现场

22 月月 1717 日下午日下午，，上海市市上海市市

委常委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寅常务副市长陈寅，，杨杨

浦区区委书记谢坚钢等一行浦区区委书记谢坚钢等一行，，

在上汽集团副总裁陈德美陪同在上汽集团副总裁陈德美陪同

下下，，视察上汽大通新型冠状病视察上汽大通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并慰问并慰问

复工及防控一线工作者复工及防控一线工作者。。

市领导一行对各项防疫措市领导一行对各项防疫措

施做了详细调研施做了详细调研，，听取了负压听取了负压

救护车生产发运情况救护车生产发运情况，，并观看并观看

了在线选车软件了在线选车软件““蜘蛛智选蜘蛛智选””

的现场演示的现场演示。。陈寅指出陈寅指出，，在打在打

赢疫情防控战的同时赢疫情防控战的同时，，要加快要加快

推动在线模式的创新发展推动在线模式的创新发展。。上上

汽集团副总工程师郝景贤汽集团副总工程师郝景贤、、上上

汽大通总经理王瑞等参加汽大通总经理王瑞等参加。。

陈寅一行视察
上汽大通防疫和复产等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