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通讯员 李娜

““难得能坐在舒适的环难得能坐在舒适的环

境里吃上家常饭境里吃上家常饭，，比在卡比在卡

车上强多了车上强多了。”。”当几位从重当几位从重

庆远赴新疆复工的重卡司庆远赴新疆复工的重卡司

机来到新开张的机来到新开张的““红岩驿红岩驿

站站””休息时休息时，，驿站负责人驿站负责人

热情地邀请他们吃了一顿热情地邀请他们吃了一顿

饭饭，，以缓解一路辛劳以缓解一路辛劳。。为为

助力奔波各地的重卡司机助力奔波各地的重卡司机

们安全复工复产们安全复工复产，，上汽红上汽红

岩第一批授牌运营的红岩岩第一批授牌运营的红岩

驿站已经开门迎客驿站已经开门迎客。。

近日近日，，格尔木翔诚红格尔木翔诚红

岩驿站正式授牌开业岩驿站正式授牌开业，，它它

成为青藏线上第一个红岩成为青藏线上第一个红岩

卡友的家卡友的家。。在重卡司机们在重卡司机们

小憩期间小憩期间，，上汽红岩服务上汽红岩服务

人员对车辆进行了免费检人员对车辆进行了免费检

修修，，发现并帮助他们消除发现并帮助他们消除

了车辆潜在隐患了车辆潜在隐患。。

““服务零距离服务零距离””从来不从来不

是一句口号是一句口号。“。“因为南北地因为南北地

域的饮食文化差异域的饮食文化差异，，所以所以

我们驿站里提供的菜品也我们驿站里提供的菜品也

不同不同，，面条面条、、抄手抄手、、饺饺

子子、、米饭都会备一些米饭都会备一些。”。”上上

汽红岩相关人员说汽红岩相关人员说。。

未来未来，，上汽红岩将会上汽红岩将会

在全国设立在全国设立 100100 所红岩驿所红岩驿

站站。。

本报记者 邹勇

去时寒风刺骨去时寒风刺骨，，来时春来时春

暖花开暖花开。。近日近日，，各地的援鄂各地的援鄂

医疗队陆续结束了隔离期医疗队陆续结束了隔离期，，

可以与家人团圆了可以与家人团圆了。。上汽旗上汽旗

下各企业纷纷组建爱心车下各企业纷纷组建爱心车

队队，，为凯旋而归的英雄们保为凯旋而归的英雄们保

驾护航驾护航。。上海上海、、柳州柳州、、南京南京

……上汽的服务和爱心闪现……上汽的服务和爱心闪现

各地各地。。

44月月11日晚日晚，，首批返沪的首批返沪的

华山医院华山医院、、东方医院上海援东方医院上海援

鄂医疗队解除隔离鄂医疗队解除隔离。。在东方在东方

医院医院““援鄂东方人回家援鄂东方人回家””欢欢

迎会现场迎会现场，，东方医院副院长东方医院副院长

雷撼与女儿雷撼与女儿、、妻子相拥而妻子相拥而

泣泣，，这位在武汉从没掉泪的这位在武汉从没掉泪的

铮铮铁汉铮铮铁汉，，此时流下了激动此时流下了激动

的泪水的泪水。。他动情地说他动情地说：“：“非常非常

想念家人和同事想念家人和同事，，终于回来终于回来

了了，，心里踏实了心里踏实了。”。”

另一名女队员也喜极而另一名女队员也喜极而

泣泣，，她表示她表示：“：“我们在武汉奋我们在武汉奋

战了战了4444天天，，家人是我们坚强家人是我们坚强

的后盾的后盾。。有时半夜我也会和有时半夜我也会和

家人通话家人通话，，缓解一下紧张的缓解一下紧张的

情绪情绪。。现在回到家人身边感现在回到家人身边感

觉非常开心觉非常开心，，非常激动非常激动。”。”

首批返沪的华山医院首批返沪的华山医院、、

东方医院上海援鄂医疗队共东方医院上海援鄂医疗队共

有有4040名队员名队员。。上汽大众共提上汽大众共提

供了途观供了途观LL、、全新途安全新途安LL等等4040

辆新车为上海援鄂医疗队保辆新车为上海援鄂医疗队保

驾护航驾护航，，以实际行动向在危以实际行动向在危

难时刻挺身而出的难时刻挺身而出的““最美逆最美逆

行者行者””致敬致敬。。

而在距离上海而在距离上海 17001700 多公多公

里外的柳州里外的柳州，，首批首批1717名援鄂名援鄂

医疗队队员也结束了隔离医疗队队员也结束了隔离。。

警车领航警车领航、、骑警护航骑警护航，，

由上汽通用五菱选派的由上汽通用五菱选派的1818辆辆

崭新的宝骏崭新的宝骏530530，，以以““一人一一人一

车车””的尊贵礼遇的尊贵礼遇，，汇合柳州汇合柳州

交警铁骑及交警铁骑及 1212 辆宝骏辆宝骏 EE100100，，

共同组成护航车队迎接英雄共同组成护航车队迎接英雄

归来归来。。为表达对英雄的敬为表达对英雄的敬

意意，，上汽通用五菱向柳州援上汽通用五菱向柳州援

鄂抗疫英雄全体成员提供宝鄂抗疫英雄全体成员提供宝

骏新能源车型三个月免费体骏新能源车型三个月免费体

验权及半价购车权验权及半价购车权。。

在南京在南京，，随着一声声的随着一声声的

““英雄英雄，，辛苦了辛苦了”，”，三名刚过三名刚过

隔离期的医护人员接过志愿隔离期的医护人员接过志愿

者们送上的鲜花和防疫香者们送上的鲜花和防疫香

囊囊，，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

容容。。这支志愿者爱心车队这支志愿者爱心车队，，

是东华公司工会是东华公司工会、、大客户开大客户开

发项目组联合南京环球车享发项目组联合南京环球车享

共同组建的共同组建的。。据悉据悉，，为致敬为致敬

最美医护最美医护，，南汽工会还将推南汽工会还将推

出后续系列活动出后续系列活动。。

“客流量有了明显回升”

本报记者 邹勇

近日近日，，上汽斯柯达华中上汽斯柯达华中

大区举办了多场直播团购大区举办了多场直播团购

会会，，参与活动的斯柯达经销参与活动的斯柯达经销

商当场成交商当场成交 720720 辆整车辆整车，，并并

获得大量意向用户报名获得大量意向用户报名、、留留

资资。。同时同时，，随着国内疫情防随着国内疫情防

控积极向好控积极向好，，近期斯柯达近期斯柯达44SS

店到店客流量明显回升店到店客流量明显回升，，线线

下销售也呈现回暖趋势下销售也呈现回暖趋势。。

疫情发生以来疫情发生以来，，上汽斯上汽斯

柯达区域销售策略协调科高柯达区域销售策略协调科高

级经理李俊比以前更忙了级经理李俊比以前更忙了，，

““我们的工作重点从线下大我们的工作重点从线下大

面积转到了线上面积转到了线上，，帮助经销帮助经销

商解决集客难的问题商解决集客难的问题。”。”

据李俊介绍据李俊介绍，，上汽斯柯上汽斯柯

达一直在推进在线营销达一直在推进在线营销，，通通

过线上方式获得的客户销售过线上方式获得的客户销售

线索量是线下方式的线索量是线下方式的22倍倍。。

春节期间春节期间，，上汽斯柯达上汽斯柯达

推出了一个在线答题小游推出了一个在线答题小游

戏戏，，答对题目的客户能够获答对题目的客户能够获

得价值得价值 15001500 元的购车抵用元的购车抵用

券券。“。“疫情发生后疫情发生后，，我们在我们在44

天之内就开发出活动小程天之内就开发出活动小程

序序，，通过经销商和一线销售通过经销商和一线销售

发送给客户发送给客户，，一个多星期就一个多星期就

向向30003000多个客户发送了抵用多个客户发送了抵用

券券。”。”李俊说李俊说。。

疫情对湖北省经销商的疫情对湖北省经销商的

影响尤其严重影响尤其严重。“。“22月月，，湖北湖北

省内上汽斯柯达省内上汽斯柯达44SS店店9090%%以以

上的销售线索都来自于线上的销售线索都来自于线

上上。”。”上汽斯柯达大中南销上汽斯柯达大中南销

售区域总经理张中庆说售区域总经理张中庆说：：

““刚开始直播时刚开始直播时，，很多销售很多销售

不适应不适应，，但通过但通过‘‘以赛代以赛代

练练’’的方式的方式，，效果有了明显效果有了明显

提高提高。。一场直播从最初一场直播从最初5050--

100100 个客户参与个客户参与，，到后来到后来 11

小时参与人数突破小时参与人数突破10001000人人。”。”

日前日前，，记者来到上海交记者来到上海交

运起成斯柯达运起成斯柯达44SS店店。。虽然是虽然是

工作日的下午工作日的下午，，但在店内看但在店内看

车的客户并不少车的客户并不少。。据销售人据销售人

员介绍员介绍，，33 月份以来月份以来，，展厅展厅

的客流量明显增加的客流量明显增加，，成交量成交量

也在逐渐上升也在逐渐上升。。

““过去的一周过去的一周，，44SS 店的店的

整体客流量已经恢复到疫情整体客流量已经恢复到疫情

前前7070%%的水平的水平，，随着疫情趋随着疫情趋

势向好势向好，，被压制的消费需求被压制的消费需求

将逐步释放将逐步释放，，终端销售正在终端销售正在

逐渐回暖逐渐回暖。”。”李俊说李俊说。。

截至截至33月月2222日日，，上汽斯上汽斯

柯达在全国范围为用户提供柯达在全国范围为用户提供

了上门试驾了上门试驾、、上门交车上门交车、、上上

门取送车服务共计门取送车服务共计27802780次次。。

上汽斯柯达的营销人员上汽斯柯达的营销人员

更是更是2424小时在线小时在线，，在服务时在服务时

间延长的同时间延长的同时，，效率也大大效率也大大

提高提高。”。”张中庆表示张中庆表示：“：“我们我们

的营销团队的营销团队2424小时在岗小时在岗，，一一

线销售人员对分配的客户信线销售人员对分配的客户信

息在息在2020分钟内进行跟进和回分钟内进行跟进和回

访访。。截至目前截至目前，，湖北省经销湖北省经销

商处理了商处理了 20002000 多条客户线多条客户线

索索，，获得订单超过获得订单超过5050张张。”。”

疫情加速了上汽斯柯达疫情加速了上汽斯柯达

线上功能的开发线上功能的开发，，随着看随着看

车车、、试驾试驾、、保险保险、、金融等网金融等网

上功能全部打通上功能全部打通，，上汽斯柯上汽斯柯

达进一步升级了客户服务体达进一步升级了客户服务体

验验。。

在李俊看来在李俊看来，，线上营销线上营销

模式的创新势在必行模式的创新势在必行，，但线但线

上上、、线下模式的有机结合更线下模式的有机结合更

为重要为重要。。直播团购成本低直播团购成本低、、

效率高效率高，，它是上汽斯柯达在它是上汽斯柯达在

疫情中发现的好方法疫情中发现的好方法，，将来将来

还会优化直播团购这一模还会优化直播团购这一模

式式。。目前目前，，所有汽车品牌都所有汽车品牌都

在在““云卖车云卖车”，”，但谁能从中但谁能从中

取胜取胜，，还得看线下的功夫还得看线下的功夫。。

““疫情结束后疫情结束后，，消费者消费者

购车还是会去购车还是会去 44SS 店体验产店体验产

品品。。虽然消费习惯在变化虽然消费习惯在变化，，

但线上并不能完全取代线但线上并不能完全取代线

下下。。在未来在未来，，我们的线下营我们的线下营

销方式将以优质的服务和客销方式将以优质的服务和客

户体验为主户体验为主，，而线上营销方而线上营销方

式将探索从以集客功能为式将探索从以集客功能为

主主 ，， 转 向 为 转 化 成 交 助转 向 为 转 化 成 交 助

力力。”。”李俊说李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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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援鄂医疗队员平安回家
上汽各企业志愿者车队保驾护航

上汽斯柯达线上线下齐发力，促进终端转化

升级智能体验

全新MG ZS泰国“云上市”

33 月月 2424 日日 ，， MGMG

NEWNEW ZSZS在泰国市场在泰国市场““云云

上 市上 市 ”，”， 官 方官 方 FacebookFacebook、、

YouTubeYouTube 等线上平台同步等线上平台同步

直播直播。。

20172017年年1111月在泰国首月在泰国首

次亮相的次亮相的MG ZSMG ZS，，搭载了搭载了

全球首个全球首个，，也是唯一支持也是唯一支持

泰语语音指令的智能系统泰语语音指令的智能系统

————i-SMARTi-SMART。。此次上市此次上市

的新车对的新车对 i-SMARTi-SMART 系统系统

进行了全面升级进行了全面升级，，增加了增加了

新开发的紧急呼叫功能新开发的紧急呼叫功能：：

一旦车辆安全气囊发生行一旦车辆安全气囊发生行

车事故弹出车事故弹出，，系统将触发系统将触发

自动激活功能自动激活功能，，依次拨打依次拨打

用户预存的两位亲友的电用户预存的两位亲友的电

话话，，并在第一时间将车辆并在第一时间将车辆

位置发送给对方位置发送给对方。。此外此外，，

通过通过Smart ConnectSmart Connect在线连在线连

接功能接功能，，用户可以轻松收用户可以轻松收

听超过百万首在线音乐听超过百万首在线音乐，，

搜索餐厅搜索餐厅、、旅游景点旅游景点，，以以

及使用实时路况进行导及使用实时路况进行导

航航，，并根据道路状况适时并根据道路状况适时

切换合理路径切换合理路径。。 （宗何）

服务零距离，助力重卡司机复工复产

青海第一家红岩驿站开门迎客

推广推广““绿色物流绿色物流””已已

经成为未来城市推进运输经成为未来城市推进运输

结构调整的大趋势结构调整的大趋势。。为积为积

极布局新能源物流市场极布局新能源物流市场，，

上汽通用五菱计划在上汽通用五菱计划在 44 月月

中下旬上市五菱品牌旗下中下旬上市五菱品牌旗下

首款新能源物流车首款新能源物流车———五—五

菱荣光电动车菱荣光电动车。。

据介绍据介绍，，五菱荣光电五菱荣光电

动物流车将推出封窗版和动物流车将推出封窗版和

非封窗版两款车型非封窗版两款车型，，外观外观

基本与燃油版五菱荣光加基本与燃油版五菱荣光加

长版车型一致长版车型一致，，并保留了并保留了

其强运载能力其强运载能力，，车厢容积车厢容积

高达高达55..11立方米立方米，，续航里程续航里程

高达高达 300300 公里公里，，还支持直还支持直

流快充流快充，，以满足客户不同以满足客户不同

场景使用需求场景使用需求。。 （谭跳）

积极布局新能源物流市场

五菱荣光电动车将于4月中下旬上市

本报通讯员 刘杰

在疫情的影响下在疫情的影响下，，近近

期期，，上汽投资将投资业务上汽投资将投资业务

转型线上转型线上，，一方面借助第一方面借助第

三方三方““云路演云路演””平台平台，，细细

分产业场景分产业场景，，寻找优质项寻找优质项

目目；；另一方面为持续强化另一方面为持续强化

员工投研能力建设员工投研能力建设，，推出推出

““空中课堂空中课堂””系列培训系列培训，，通通

过过““颀英荟颀英荟””内部直播内部直播、、

““空中直播空中直播””大咖分享大咖分享、、

““微课堂微课堂””学习等方式学习等方式，，助助

力员工深练内功力员工深练内功，，为更好为更好

地迎接挑战积蓄力量地迎接挑战积蓄力量。。

目前目前，，公司已组织超公司已组织超

过过 3030 场线上培训场线上培训。。其中其中，，

““ 颀 英 荟颀 英 荟 ”” 内 部 直 播内 部 直 播 1111

场场，，内容涵盖再融资新规内容涵盖再融资新规

解读解读、、经济周期识别与大经济周期识别与大

类资产表现类资产表现、、特斯拉智能特斯拉智能

驾驶产业链投资机会等课驾驶产业链投资机会等课

题题；“；“空中直播空中直播””引入投资引入投资

行业专家和大咖资源行业专家和大咖资源，，开开

展近展近2020期在线分享期在线分享，，围绕围绕

海外市场投资机会海外市场投资机会、、国产国产

半导体行业趋势等开展分半导体行业趋势等开展分

享学习享学习；“；“微课堂微课堂””利用上利用上

汽云学习平台和外部金融汽云学习平台和外部金融

在线学习平台在线学习平台，，开展了金开展了金

融商务礼仪融商务礼仪、、防疫复工知防疫复工知

识讲座等在线微课学习识讲座等在线微课学习。。

在线赋能，提升员工专业能力

上汽投资打造“空中课堂”

线上线下齐发力

展厅客流量明显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