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严瑶

““疫情期间疫情期间，，有一场直有一场直

播课播课 460460 人同时在线人同时在线，，学员学员

可以通过弹幕和老师互动可以通过弹幕和老师互动。。

如果没有为了保证课程质量如果没有为了保证课程质量

而限制人数而限制人数，，恐怕还要火恐怕还要火

爆爆。”。”这是上汽培训中心联这是上汽培训中心联

合西门子公司开设的合西门子公司开设的““数字数字

工厂工厂””直播秀之一直播秀之一。。对于眼对于眼

下迅速升温的下迅速升温的““云学习云学习””需需

求求，，上汽培训中心云学习平上汽培训中心云学习平

台负责人陈玺全感触颇深台负责人陈玺全感触颇深。。

22 月至今月至今，，上汽上汽““云学云学

习习 ”” APPAPP 下 载 量 已 接 近下 载 量 已 接 近 22

万万。“。“去年一年去年一年，，这个这个 APPAPP

下载量在下载量在55万左右万左右，，今年一今年一

个半月就达到了去年的近一个半月就达到了去年的近一

半量半量。”。”陈玺全说陈玺全说：“：“无人驾无人驾

驶驶、、VV22XX等相关的智能网联等相关的智能网联

系列课程是目前最热门的系列课程是目前最热门的，，

这些课程的视频点击量已经这些课程的视频点击量已经

达到达到 1414..55 万人次万人次。”。”目前目前，，

围绕上汽围绕上汽““新四化新四化””发展所发展所

开设的多门课程开设的多门课程，，在疫情期在疫情期

间正受到学员们的热捧间正受到学员们的热捧。。

““ 老 师 分 析 得 非 常 专老 师 分 析 得 非 常 专

业业 ”“”“ 好 棒好 棒 ，， 为 老 师 点为 老 师 点

赞赞””……一行行弹幕拉近了……一行行弹幕拉近了

授课老师与学员之间的距授课老师与学员之间的距

离离。。受疫情影响受疫情影响，，线下课程线下课程

已全面叫停已全面叫停。。于是于是，，上汽培上汽培

训中心把原本应在教室内上训中心把原本应在教室内上

的课搬到了的课搬到了““云云””上上。。

上汽乘用车上汽乘用车““荣爵匠荣爵匠

心心””技能人员培训课程就是技能人员培训课程就是

其中之一其中之一。“。“没想到没想到，，疫情疫情

下的这一举动下的这一举动，，反而让学员反而让学员

们的参与度更高了们的参与度更高了。”。”陈玺陈玺

全解释说全解释说，，上汽乘用车有安上汽乘用车有安

亭和临港两个基地亭和临港两个基地，，学员们学员们

从各地方赶来参加培训从各地方赶来参加培训，，光光

是来回路程就要耗费几个小是来回路程就要耗费几个小

时时。“。“现在在家现在在家、、在公司就在公司就

可以网上学可以网上学，，线下的课程在线下的课程在

线上组织起来也变得更容线上组织起来也变得更容

易易，，打卡的人反而增多了打卡的人反而增多了。”。”

据统计据统计，，在疫情期间在疫情期间，，

上汽云平台在线学习总人数上汽云平台在线学习总人数

超过超过 1580015800 人人，，总时长达到总时长达到

8387883878 小时小时，，人均学习时长人均学习时长

为为55个半小时个半小时。。

除了计划中已有的课程除了计划中已有的课程

外外，，上汽培训中心还收到增上汽培训中心还收到增

开课程的请求开课程的请求。。陈玺全说陈玺全说：：

““尤其是各企业尤其是各企业HRHR（（人力资人力资

源部源部））希望增加复工防疫方希望增加复工防疫方

面的培训内容面的培训内容。”。”于是于是，，上上

汽培训中心迅速响应汽培训中心迅速响应，“，“复复

工后如何避免战疫综合症工后如何避免战疫综合症””

““疫情期间在家办公指南疫情期间在家办公指南””

等一系列短视频课程很快上等一系列短视频课程很快上

线线，，这些时长在这些时长在 55--1010 分钟分钟

的防疫复工微课的防疫复工微课，，受到了企受到了企

业和员工的好评业和员工的好评。。

““如果取消课程如果取消课程，，工程工程

师们失去学分师们失去学分，，将会对今年将会对今年

的职业评级产生影响的职业评级产生影响。”。”22--33

月月，，上海市工程师继续教育上海市工程师继续教育

课程共有课程共有4747场在上汽培训中场在上汽培训中

心开讲心开讲。“。“不仅是上汽的员不仅是上汽的员

工工，，还有部分在上海建立研还有部分在上海建立研

发中心的其他企业的工程师发中心的其他企业的工程师

都会参与到这次课程中都会参与到这次课程中。”。”

陈玺全说陈玺全说。。

为此为此，，上汽培训中心让上汽培训中心让

原本站在三尺讲台上的原本站在三尺讲台上的““老老

师师””变成了网络变成了网络““主播主播”。”。

““我们教研室的很多老师都我们教研室的很多老师都

没有这种经验没有这种经验，，大家临时加大家临时加

班更改教案班更改教案，，为的就是让学为的就是让学

员能像坐在教室里一样集中员能像坐在教室里一样集中

注意力注意力。”。”一位培训老师一位培训老师

说说：“：“线上学习线上学习，，学员听课学员听课

不像在教室里不像在教室里，，相对容易分相对容易分

心心。。我们必须把教案变得更我们必须把教案变得更

丰富丰富，，增加更多趣味性增加更多趣味性。”。”

在教学中加入动画在教学中加入动画，，让色彩让色彩

变得更绚丽变得更绚丽，，成为老师们调成为老师们调

动学员积极性动学员积极性、、抓抓““眼球眼球””

的一种手段的一种手段。。丰富丰富、、生动的生动的

课程内容课程内容，，让不少学员发微让不少学员发微

信朋友圈点赞信朋友圈点赞。。

目前目前，，上汽云学习平台上汽云学习平台

作为上汽集团内线上的企业作为上汽集团内线上的企业

大学大学，，拥有三千多门专业课拥有三千多门专业课

程程，，每月有海量课程更新每月有海量课程更新，，

全面覆盖企业管理人员全面覆盖企业管理人员、、工工

程技术人员程技术人员、、专业技能人员专业技能人员

等各类人群等各类人群。。平台拥有线上平台拥有线上

班级管理班级管理、、专题推送专题推送、、线上线上

考试考试、、线上直播线上直播、、知识下知识下

载载、、调研测评等功能调研测评等功能。。

事实上事实上，，为了给上汽高为了给上汽高

质量发展提供庞大的人才质量发展提供庞大的人才

““蓄水池蓄水池”，”，早在早在20182018年年，，上上

汽培训中心就在集团指导汽培训中心就在集团指导

下下，，布局筹划了这个覆盖全布局筹划了这个覆盖全

体员工体员工、、适合上汽人才发展适合上汽人才发展

培养的线上学习平台培养的线上学习平台。。自今自今

年年22月月1010日开放员工自主注日开放员工自主注

册通道以来册通道以来，，上汽云平台注上汽云平台注

册用户数近册用户数近 7600076000 人人，，线上线上

学习班级数量达学习班级数量达6060个个。。

目前目前，，上汽旗下有上汽旗下有4545家家

企业入驻云平台企业入驻云平台，，其中其中1313家家

单位建设完成了企业个性化单位建设完成了企业个性化

分门户分门户。。由于上汽旗下企业由于上汽旗下企业

众多众多。“。“为了体现每家企业为了体现每家企业

的特色的特色，，企业可以在上汽云企业可以在上汽云

学习平台上开设个性的分门学习平台上开设个性的分门

户户。”。”陈玺全说陈玺全说。。比如比如，，上上

汽乘用车分门户取名汽乘用车分门户取名““上书上书

房房”，”，上汽大通分门户取名上汽大通分门户取名

““ii 大 通大 通 ”，”， 享 道 出 行 则 叫享 道 出 行 则 叫

““智享荟智享荟”。”。

““下一步下一步，，我们会通过我们会通过

众筹模式来购买高质量新课众筹模式来购买高质量新课

程程，，各家企业将以最小成本各家企业将以最小成本

获得最大收益获得最大收益。”。”陈玺全陈玺全

说说：“：“我们会继续拓展更多我们会继续拓展更多

企业企业，，尤其是更多的沪外零尤其是更多的沪外零

部件企业参与到这个大平台部件企业参与到这个大平台

中来中来，，构建起上汽集团内的构建起上汽集团内的

培训生态圈培训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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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汽红岩又一批红岩瑞江搅拌车交付用户

“宅家”模式，让“云学习”热起来

一个半月，上汽“云学习”APP下载量近2万

33 月月 1717 日日，，南京依维南京依维

柯授权经销商襄阳烨辰向柯授权经销商襄阳烨辰向

湖北省丹江口市卫生健康湖北省丹江口市卫生健康

局交付了局交付了 66 辆依维柯转运辆依维柯转运

型救护车型救护车。。据悉据悉，，这已经这已经

是本月第二批是本月第二批、、累计超过累计超过

1010辆依维柯救护车交付丹辆依维柯救护车交付丹

江口市江口市，，助力当地医院助力当地医院、、

乡镇卫生院开展防疫工作乡镇卫生院开展防疫工作。。

丹 江 口 市 毗 邻 武 当丹 江 口 市 毗 邻 武 当

山山，，地势起伏地势起伏，，乡镇路况乡镇路况

复杂复杂。。依维柯不仅动力充依维柯不仅动力充

沛沛，，还拥有非承载式专业还拥有非承载式专业

底盘底盘，，承载力强承载力强、、通过性通过性

好好、、路况适应性出众路况适应性出众，，适适

合用作丹江口市重要的交合用作丹江口市重要的交

通运输工具通运输工具。。正是凭借着正是凭借着

令人信赖的专业品质令人信赖的专业品质，，1010

余辆依维柯成为当地一线余辆依维柯成为当地一线

转运救护转运救护““铠甲铠甲”，”，与病魔与病魔

赛跑赛跑，，挽救更多生命挽救更多生命。。

据介绍据介绍，，依维柯转运依维柯转运

型救护车拥有医疗柜型救护车拥有医疗柜、、折折

叠担架叠担架、、供氧设施供氧设施、、紫外紫外

线消毒灯和通风装置等救线消毒灯和通风装置等救

护护、、防护系统防护系统。。在转运患在转运患

者过程中者过程中，，不仅可以及时不仅可以及时

开展救治开展救治，，还能最大限度还能最大限度

地降低医患人员在车内交地降低医患人员在车内交

叉感染的可能性叉感染的可能性。。

一 方 有 难一 方 有 难 ，， 八 方 支八 方 支

援援。。疫情爆发后疫情爆发后，，南京依南京依

维柯于第一时间支援全国维柯于第一时间支援全国

抗疫工作抗疫工作，，超过超过 330330 辆依辆依

维柯防疫车的身影不断出维柯防疫车的身影不断出

现在抗疫前线现在抗疫前线，，为打赢这为打赢这

场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出场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出

了坚实力量了坚实力量。。 （葛蓉）

高端大7座全境SUV

雪佛兰开拓者开启预售

复工潮加速，重卡企业正回暖
本报通讯员 李娜

为保障全国各地重点工为保障全国各地重点工

程的复产复工程的复产复工，，22月以来月以来，，重重

卡企业积极行动卡企业积极行动，，抗疫抗疫、、复复

工两不误工两不误，，创造了创造了““复工即复工即

发车发车””的优异战绩的优异战绩。。

33 月月 2020 日日，，江苏无锡江苏无锡，，

在一片锣鼓喧天声中在一片锣鼓喧天声中，，上汽上汽

红岩交付了一批工程建设领红岩交付了一批工程建设领

域亟需的红岩瑞江一体化搅域亟需的红岩瑞江一体化搅

拌车拌车。。交车仪式现场交车仪式现场，，喜庆喜庆

的鞭炮声打破了疫情发生以的鞭炮声打破了疫情发生以

来久违的沉寂来久违的沉寂，，红岩瑞江一红岩瑞江一

体化搅拌车身披大红花体化搅拌车身披大红花，，整整

齐划一齐划一，，蓄势待发蓄势待发，，吹响了吹响了

火线助力复工复产的冲锋号火线助力复工复产的冲锋号。。

这是继不久前成功交付这是继不久前成功交付

某日资集团某日资集团3030辆红岩瑞江一辆红岩瑞江一

体化搅拌车后体化搅拌车后，，上汽红岩完上汽红岩完

成的又一次大规模交付成的又一次大规模交付。。在在

复工不满一个月的情况下复工不满一个月的情况下，，

上汽红岩就交出了这样一份上汽红岩就交出了这样一份

漂亮的成绩单漂亮的成绩单。。

早在疫情发生之初早在疫情发生之初，，上上

汽红岩便抓紧排查生产供应汽红岩便抓紧排查生产供应

链链；；在复工后一边认真防在复工后一边认真防

疫疫，，一边调配人员保证生产一边调配人员保证生产

恢复恢复，，同时利用自动化机器同时利用自动化机器

人设备人设备，，弥补复工人员需隔弥补复工人员需隔

离观察期间的人员缺口离观察期间的人员缺口，，提提

高生产效率高生产效率。。上汽红岩做到上汽红岩做到

在复工后及时交付订单车在复工后及时交付订单车

辆辆，，保障了用户的利益保障了用户的利益，，也也

保证了各地项目的顺利进行保证了各地项目的顺利进行。。

据悉据悉，，上汽红岩还为受上汽红岩还为受

疫情影响用户提供最长疫情影响用户提供最长22个月个月

00 本金本金、、00 利息延期还款服利息延期还款服

务务，，有效缓解运输人的用车有效缓解运输人的用车

压力压力。。不仅如此不仅如此，，在工程建在工程建

设领域设领域，，上汽红岩的产品质上汽红岩的产品质

量高量高、、性能好性能好，，口碑效应明口碑效应明

显显，，暖心的举措暖心的举措，，扎实的产扎实的产

品品，，上汽红岩的多措并举让上汽红岩的多措并举让

消费者在下订单时消费者在下订单时，，不仅心不仅心

里暖里暖，，更有底气更有底气，，而上汽红而上汽红

岩也在全国助力多个建设单岩也在全国助力多个建设单

位实现了位实现了““复工即发车复工即发车””的的

优异战绩优异战绩。。

事实上事实上，，上汽红岩的表上汽红岩的表

现只是国内众多重卡企业的现只是国内众多重卡企业的

缩影缩影。。经历了经历了22月的市场低迷月的市场低迷

后后，，伴随利好政策的陆续发伴随利好政策的陆续发

布布，，重卡行业有望率先回暖重卡行业有望率先回暖。。

33 月月 2020 日日，，高端大高端大 77

座全境座全境SUVSUV雪佛兰开拓者雪佛兰开拓者

在电商平台开启预售在电商平台开启预售。“。“消消

费者只需登录雪佛兰天猫费者只需登录雪佛兰天猫

官方旗舰店预付官方旗舰店预付30003000元订元订

金金，，即可预定雪佛兰开拓即可预定雪佛兰开拓

者者77座版车型座版车型。”。”上汽通用上汽通用

汽车销售人员介绍汽车销售人员介绍，，此次此次

大大 77 座全境座全境 SUVSUV 雪佛兰开雪佛兰开

拓者共有拓者共有 RSRS 系列系列、、RedRed--

lineline 尚尚··红系列和标准版红系列和标准版

车型可供选择车型可供选择。。

作为雪佛兰在国内发作为雪佛兰在国内发

售的旗舰售的旗舰 SUVSUV，，雪佛兰开雪佛兰开

拓者全系标配多达拓者全系标配多达7070项配项配

置置，，以丰富的人性化科技以丰富的人性化科技

为广大新中产带来为广大新中产带来““入门入门

即高配即高配””的高品质用车体的高品质用车体

验验。。据悉据悉，，雪佛兰开拓者雪佛兰开拓者

拥有领先同级的近拥有领先同级的近 55 米车米车

身长度和身长度和 28632863mmmm 超长轴超长轴

距距，，配合配合““22++33++22””的座的座

椅布局和丰富实用的座椅椅布局和丰富实用的座椅

调节功能调节功能，，贴心照顾到每贴心照顾到每

一排乘客的乘坐感受一排乘客的乘坐感受。。标标

配的多路况驾驶模式配的多路况驾驶模式，，为为

驾驶者带来从容驾驶者带来从容、、自信的自信的

路面掌控能力路面掌控能力。。 （张因）

在工信部最新汽车产在工信部最新汽车产

品的公示中品的公示中，，有一款五菱有一款五菱

品牌新能源新车品牌新能源新车。。从发布从发布

信息来看信息来看，，该车为五菱品该车为五菱品

牌首款新能源电动车牌首款新能源电动车，，而而

且是国人翘首以盼的四座且是国人翘首以盼的四座

配置配置。。

从网络讨论量来看从网络讨论量来看，，

该车一经公示就引发了网该车一经公示就引发了网

民极大关注民极大关注。。近日近日，，我们我们

获得了该车外观图片获得了该车外观图片。。从从

外观图上看外观图上看，，该车在尺寸该车在尺寸

以及外形上都神似风靡日以及外形上都神似风靡日

本的本的 K-CarK-Car，，即人们常说即人们常说

的小的小““方盒子方盒子”。”。新车造型新车造型

整体轮廓方正整体轮廓方正，，采用灵动采用灵动

设计设计，，完全可以媲美日本完全可以媲美日本

K-CarK-Car 的好开好停的好开好停、、便捷便捷

出行的特征出行的特征。。

受疫情影响受疫情影响，，人们对人们对

私域空间私域空间、、安全出行的需安全出行的需

求激增求激增，，五菱首款新能源五菱首款新能源

汽车主打实用汽车主打实用、、便捷便捷，，有有

望引发国内车市望引发国内车市K-CarK-Car电电

动潮动潮，，再次成为爆款神再次成为爆款神

车车。。 （铃萱）

神似日本K-Car

五菱首款四座新能源车曝光

南京依维柯转运型救护车

支援丹江口市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线上教学受到欢迎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从老师到主播的转变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构建培训生态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