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严瑶

““33月店里已完成销售月店里已完成销售175175

单单，，基本和基本和11月持平月持平，，甚至还甚至还

会略有增长会略有增长。”。”上汽通用五菱上汽通用五菱

南通长江南通长江 44SS 店销售总监唐镭店销售总监唐镭

告诉记者告诉记者：“：“市场正在快速回市场正在快速回

暖暖，，本月到店客户超过本月到店客户超过 350350

批批，，比上月增长比上月增长221221批批。”。”

上汽通用五菱推出的上汽通用五菱推出的““免免

费送五菱口罩费送五菱口罩””活动也为该店活动也为该店

带来了客流带来了客流。“。“活动推广几天活动推广几天

后后，，平均每天就有平均每天就有33批客户到批客户到

店领取口罩店领取口罩。。随着活动持续发随着活动持续发

酵酵，，这个数字也在加速上升这个数字也在加速上升，，

从而带动汽车销售从而带动汽车销售。”。”唐镭正唐镭正

充满干劲充满干劲。。

疫情期间疫情期间，，上汽荣威上汽荣威

对互联网汽车智能系统对互联网汽车智能系统

33..00--基于基于 AliOSAliOS 的斑马智的斑马智

行解决方案行解决方案 （（以下简称互以下简称互

联网汽车智能系统联网汽车智能系统）） 进行进行

了新一轮升级了新一轮升级，，推出八大推出八大

主动关怀车机提醒功能主动关怀车机提醒功能。。

““截止截止33月上旬月上旬，，互联互联

网汽车智能系统已累计主网汽车智能系统已累计主

动提醒超动提醒超 20002000 万次万次，，为为

7070%%的互联网车主提供出的互联网车主提供出

行安全服务行安全服务。”。”上汽荣威上汽荣威

相关人员表示相关人员表示。。

据悉据悉，，此次升级覆盖此次升级覆盖

上汽荣威旗下所有互联网上汽荣威旗下所有互联网

车型车型。。针对疫情期间的用针对疫情期间的用

户出行场景户出行场景，，在地图和空在地图和空

调等使用方面调等使用方面，，增加了多增加了多

项新功能项新功能：：新增跨市疫情新增跨市疫情

小区的疫情播报小区的疫情播报；；开通高开通高

速路申报提醒速路申报提醒；；开通空调开通空调

使用主动提醒功能使用主动提醒功能，，保障保障

车内空气健康等车内空气健康等。。

针对返程复工或有跨针对返程复工或有跨

城出差需求的用户城出差需求的用户，，上汽上汽

荣威还贴心上线了高速路荣威还贴心上线了高速路

申报提醒功能申报提醒功能。。互联网汽互联网汽

车智能系统可主动对拥车智能系统可主动对拥

堵堵、、路况路况、、路径回溯等进路径回溯等进

行识别行识别，，判断出用户即将判断出用户即将

接近目的地高速口接近目的地高速口，，并通并通

过过““语音语音+H+H55””的方式的方式，，

提示车主扫码完成健康申提示车主扫码完成健康申

报报，，帮助用户提高通关效帮助用户提高通关效

率率。。目前目前，，该功能已在上该功能已在上

海海、、杭州杭州、、成都成都、、天津天津、、

南京南京、、郑州郑州、、青岛上线之青岛上线之

后将向全国推广普及后将向全国推广普及。。

据了解据了解，，升级后的互升级后的互

联网汽车智能系统联网汽车智能系统，，其疫其疫

情播报已全面覆盖当地导情播报已全面覆盖当地导

航目的地航目的地，，跨市跨市、、疫情小疫情小

区等出行场景区等出行场景，，让用户对让用户对

所处环境的疫情信息了如所处环境的疫情信息了如

指掌指掌。“。“该功能在用户发该功能在用户发

动车辆时同步启动动车辆时同步启动，，车机车机

通过通知通过通知++语音的方式语音的方式，，

提示车辆所在位置的疫情提示车辆所在位置的疫情

信息信息，，帮助用户及时做出帮助用户及时做出

最恰当的安全防护最恰当的安全防护。”。”相相

关人员介绍关人员介绍。。 （荣闻）

拼出“精气神”，不要“佛系”要“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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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汽通用五菱单日销量破6000辆，“菱菱邦”线上成绩喜人

本报记者 甘文嘉

热播大剧 《安家》

收官，这部关于房屋中

介题材的电视剧，引起

了大家高度的关注与共

鸣。“市场好的时候你赚

钱，那不叫本事，只有

在市场不好的时候，你

依然能够坚持下来，能

够过得比别人还要好，

那才叫有本事。”在房地

产行业开始转冷，公司

取消底薪还采取末位淘

汰，大伙儿垂头丧气、

怨天尤人时，剧中“徐

姑姑”的大声疾呼，发

人振奋。

热播剧讲的是房地

产行业，但面对突如其

来的新冠疫情，许多行

业都从这部剧中看到了

借鉴意义。

以汽车行业为例，

除了要保障员工健康，

车企还面临着供应链不

稳定等风险。汽车消费

市场也遭遇前所未有的

重创，今年前两个月，

我国汽车产销同比下降

50%。

汽 车 产 业 未 来 如

何 ？ 对 于 “Yes or

No?”这个问题，现状

不言而喻，面对逆境，

如何抉择是关键。是

“佛系”躺倒不动，还是

想办法奋力地“活着”？

这才是问题核心。

人们常说，沧海横

流方显英雄本色。这其

中有两层含义：一是

“敢为”，这是一种勇

气；二是“能为”，这是

一种本领。个人感觉，

这与“善作善成”，善于

变不可能为可能，创造

性地抓落实是同一层意

思。

对于未来，有几个

方面要讲：适应并创造

“新需求”。受疫情影

响，人们需要有一辆

“健康汽车”出行。关注

新消费需求创新产品，

也考验着企业应急反应

能力。从设计到下线，

延锋汽车只用了14天时

间就推出了业内首款车

规级深紫外线杀菌盒，

其能够实现汽车内饰表

面灭菌杀毒。此外，华

域三电也在最短的时间

内投产最新研发的内置

式深紫外线“杀毒”汽

车空调，加装在上汽荣

威、上汽大众、上汽通

用的车型上。

稳定全球供应链。

受到疫情突发影响，各

地交通受限，为了保证

全球供应链和整车出口

的连续性，上汽安吉物

流和生产企业通力合

作，用多式联运的方式

把整车、零部件及时运

抵国外。今年前两个

月，上汽集团实现整车

出口及海外零售销量突

破4.5万辆，同比增长约

20%，继续保持全国第

一。

创新营销模式。受

疫情影响，线下销售门

店客流大为减少。上汽

各大整车企业纷纷转战

线上，从企业管理层到

一线销售人员，都参与

到和营销相关的网络直

播中。此外，上汽通用

五菱在疫情刚开始时火

线转产，推出紧俏的口

罩。不仅如此，还以送

口罩为卖点，借助“菱

菱邦”APP 进行线上引

流，目前公司单日销售

已突破6000辆。

目前，全国的复工

复产复市不断提速，不

少企业开始布局新模

式、新市场，呈现出

“春风又绿江南岸”的气

象。疫情尚未结束，此

时我们更需善作善成，

不负春光。

不负春光，再谈善作善成

““每天早上起床后就是打每天早上起床后就是打

开电脑开电脑，，查看完成单数情况查看完成单数情况；；

手机上和各家经销商联络手机上和各家经销商联络，，看看

看他们有什么需要帮助解决的看他们有什么需要帮助解决的

难题难题。”。”郭文军是上汽通用五郭文军是上汽通用五

菱在湖北地区的一名服务顾菱在湖北地区的一名服务顾

问问。。疫情期间疫情期间，，他通过线上办他通过线上办

公督促公督促、、指导湖北省经销商开指导湖北省经销商开

展各项线上业务展各项线上业务，，带领湖北经带领湖北经

销商在疫情中寻找机会销商在疫情中寻找机会，，开展开展

““自救自救”。”。

湖北是全国疫情的核心区湖北是全国疫情的核心区

域域。。然而然而，，在在33月上旬月上旬，，上汽上汽

通用五菱中南服务区域多项业通用五菱中南服务区域多项业

务指标表现突出务指标表现突出：：完成线上续完成线上续

保量保量807807单单、、线上保养套餐销线上保养套餐销

售售 671671 套套、、单日最高销量达单日最高销量达

150150套套。。其中其中，，湖北线上自营湖北线上自营

保养套餐销售保养套餐销售224224套套，，成绩在成绩在

全国名列前茅全国名列前茅。。

此前此前，，上汽通用五菱就已上汽通用五菱就已

启动启动““全面进攻开新局全面进攻开新局，，夺回夺回

失去的一个月失去的一个月””销售劳动竞销售劳动竞

赛赛。。许多大区服务团队在接到许多大区服务团队在接到

复工通知后复工通知后，，第一时间便奔赴第一时间便奔赴

各区域各区域，，指导经销商团队有序指导经销商团队有序

开展服务工作开展服务工作。。

““目前目前，，我们以线上保养我们以线上保养

销售为抓手销售为抓手，，提前锁定用户提前锁定用户，，

引导用户回站引导用户回站。”。”郭文军说郭文军说：：

““更重要的是更重要的是，，这些线上业务这些线上业务

帮助经销商获得现金流帮助经销商获得现金流，，解决解决

了经销商的燃眉之急了经销商的燃眉之急。”。”

这并不只是一家这并不只是一家 44SS 店的店的

感受感受。。阳春三月阳春三月，，万物复苏万物复苏，，

国内汽车销量也在企稳回升国内汽车销量也在企稳回升。。

““目前目前，，上汽通用五菱单日销上汽通用五菱单日销

量 已 突 破量 已 突 破 60006000 辆辆 ，， 在在 ‘‘ 寒寒

冬冬’’中迎来春的暖意中迎来春的暖意。”。”上汽上汽

通用五菱公关部人员说通用五菱公关部人员说：“：“从从

多个区域反馈的数据看多个区域反馈的数据看，，33月月

整体销量水平已恢复到去年平整体销量水平已恢复到去年平

均水平均水平。”。”

数据显示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截至目前，，上上

汽通用五菱全国终端经销商门汽通用五菱全国终端经销商门

店开业率达到店开业率达到9090%%，，终端销量终端销量

快速攀升快速攀升，，从从22月上旬单日不月上旬单日不

足足200200辆辆，，一路上升到一路上升到33月单月单

日突破日突破 60006000 辆辆。。同时同时，，网上网上

APPAPP软件软件““菱菱邦菱菱邦””的线上服的线上服

务也取得喜人成绩务也取得喜人成绩：：在线预约在线预约

保 养 订 单 数 在保 养 订 单 数 在 4040 天 内 超 过天 内 超 过

7500075000单单。。在抽取免费口罩活在抽取免费口罩活

动的带动下动的带动下，“，“菱菱邦菱菱邦””在社在社

交类交类 APPAPP 中的下载排名一度中的下载排名一度

上升到第七位上升到第七位，，排在了排在了““知知

乎乎””的前面的前面。。

对于迅速回暖的汽车消费对于迅速回暖的汽车消费

市场市场，，业内专家分析业内专家分析，，33月本月本

就是传统微车销售旺季就是传统微车销售旺季，，再加再加

上上22月受疫情影响月受疫情影响，，被抑制的被抑制的

小业主购车刚需在小业主购车刚需在33月集中释月集中释

放放，，带动了微车销量带动了微车销量。“。“仅我仅我

们店里们店里，，就有就有 3030 多位在年前多位在年前

观 望 的 潜 在 用 户 本 月 下 了观 望 的 潜 在 用 户 本 月 下 了

单单。”。”唐镭说唐镭说。。

在微信朋友圈发汽车产品在微信朋友圈发汽车产品

推广推广，，对销售人员来说已是家对销售人员来说已是家

常便饭常便饭。。唐镭所在的这家唐镭所在的这家 44SS

店员工们就把头像换成了统一店员工们就把头像换成了统一

的样式的样式：：红底白字红底白字““五菱宝骏五菱宝骏

补贴补贴1010亿亿”。”。

眼下眼下，，上汽通用五菱正在上汽通用五菱正在

向复苏的国内市场打出向复苏的国内市场打出““供供

需需””组合拳组合拳。。在供应端在供应端，，企业企业

不仅跨界生产防疫物资不仅跨界生产防疫物资，“，“护护

航航””产业链伙伴复工复产产业链伙伴复工复产，，还还

拿出拿出150150亿元资金提前支付供亿元资金提前支付供

应商合同款项应商合同款项，，缓解供应商的缓解供应商的

资金流压力资金流压力。。

在需求端在需求端，，上汽通用五菱上汽通用五菱

通过创新数字化营销举措通过创新数字化营销举措，，为为

用户提供全程用户提供全程““零接触零接触””的线的线

上购车及试驾服务上购车及试驾服务，，并率先推并率先推

出出1010亿元消费让利活动亿元消费让利活动。“。“1010

亿元补贴对消费产生了刺激亿元补贴对消费产生了刺激，，

店内下订单的店内下订单的9090%%客户都享受客户都享受

了这个补贴福利了这个补贴福利。”。”唐镭说唐镭说。。

此外此外，，经销商店里安排人经销商店里安排人

员不断进行线上直播看车员不断进行线上直播看车。。

““每天下午每天下午 22 点都会开卖车直点都会开卖车直

播间播间。。一开始一开始，，很多人在镜头很多人在镜头

前有些害羞前有些害羞，，但几次演练后就但几次演练后就

放开了手脚放开了手脚。”。”唐镭介绍说唐镭介绍说：：

““目前有几位新宝骏车主就是目前有几位新宝骏车主就是

通过在抖音上留下用户信息通过在抖音上留下用户信息，，

销售人员线上跟进下的订单销售人员线上跟进下的订单。”。”

““五菱牌口罩五菱牌口罩””也为经销也为经销

商网点复工带来助力商网点复工带来助力。。华东经华东经

销商网点自全面复工以来销商网点自全面复工以来，，区区

域高级经理刘海群在抓销售的域高级经理刘海群在抓销售的

同时同时，，及时了解经销商需求及时了解经销商需求，，

协调口罩发运协调口罩发运，，给一家家经销给一家家经销

商店的顺利运转注入了强劲动商店的顺利运转注入了强劲动

力力。。

单月销量回升至去年平均水平

“狼性”团队发力抢夺红海市场

向复苏的市场打出“供需”组合拳

评论

互联网汽车智能系统累计主动提醒超2000万次

上汽荣威“智慧汽车”再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