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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汽通用五菱单月终端零售销量超13万辆，一举成为国内
汽车3月销量榜冠军

本报记者 严瑶

武汉人魏爽武汉人魏爽，，早就坐早就坐

不住了不住了。。魏爽是武汉市上魏爽是武汉市上

汽名爵品牌一家汽名爵品牌一家 44SS 店的店的

总经理总经理，，店里店里 4040 多名员多名员

工都指望着他开工资工都指望着他开工资、、拿拿

提成提成。。待在家里除了不能待在家里除了不能

开工导致的每月成本开工导致的每月成本，，还还

有积压库存车的利息支有积压库存车的利息支

出出，，一个月的成本在一个月的成本在 2525

万万~~3030万元之间万元之间，，每在家每在家

多等一天多等一天，，公司生存下来公司生存下来

的希望就少一分的希望就少一分。。

22 月月 11 日日，，顶着顶着““名名

爵爵””的拼音缩写的拼音缩写MGMG，，魏魏

爽在抖音注册了一个账号爽在抖音注册了一个账号

““麻瓜说车麻瓜说车”，”，一台手机架一台手机架

在书桌前在书桌前，，用家里的废纸用家里的废纸

盒子改造一个手机支架盒子改造一个手机支架，，

加上一台平板电脑用来展加上一台平板电脑用来展

示车型示车型，，魏爽就开始了自魏爽就开始了自

己的直播卖车生涯己的直播卖车生涯。。

店面不能开门店面不能开门，，员工员工

都在线上复工都在线上复工，，直播第一直播第一

天之前天之前，，魏爽要求所有的魏爽要求所有的

员工都动起来员工都动起来，，把预热分把预热分

享给老客户享给老客户、、合作伙伴和合作伙伴和

自己的亲朋好友自己的亲朋好友。。

刚开始账号小刚开始账号小，，没什没什

么人关注么人关注，，魏爽试过很多魏爽试过很多

时间段时间段，，最后发现直播时最后发现直播时

间得和大主播的黄金时间间得和大主播的黄金时间

错开错开。。两个月来两个月来，，他每天他每天

晚上从晚上从 1010 点开始播点开始播，，一一

直说到凌晨两三点直说到凌晨两三点。“。“只要只要

有人来直播间听我说车有人来直播间听我说车，，

公司就有可能有销量公司就有可能有销量。”。”

““下播以后下播以后，，我白天我白天

就睡觉就睡觉，，父母虽然同在武父母虽然同在武

汉汉，，但也不能出门但也不能出门，，他们就他们就

默默地来直播间看看我默默地来直播间看看我。”。”

““二月二二月二””龙抬头那龙抬头那

天天，，魏爽做了一场魏爽做了一场““199199

元定金抵元定金抵 20002000 元元””的直的直

播预售活动播预售活动。。那一场直播那一场直播

里里，，武汉当地就有武汉当地就有99个客个客

户交了户交了 10001000~~20002000 元不等元不等

的定金来订车的定金来订车，，还有全国还有全国

各地的其他意向用户各地的其他意向用户，，通通

过魏爽的直播间分配到品过魏爽的直播间分配到品

牌 在 其 他 城 市 的牌 在 其 他 城 市 的 44SS

店店，，加起来有十几位加起来有十几位。。

武汉之外的车主因为武汉之外的车主因为

看了魏爽的直播拿定注意看了魏爽的直播拿定注意

下单下单，，也会回到直播间和也会回到直播间和

魏爽说几句魏爽说几句。。一场直播下一场直播下

来来，，魏爽不光讲解自己代魏爽不光讲解自己代

理品牌的车理品牌的车，，观众问到别观众问到别

的品牌的品牌，，他也能给一些建他也能给一些建

议议，，这样的用户买完了这样的用户买完了

车车，，也会回直播间也会回直播间。。

一来二去一来二去，，直播间有直播间有

了稳定的观众了稳定的观众，，魏爽也看魏爽也看

到了这件事做下去的意到了这件事做下去的意

义义。。

其实其实，，做直播的想做直播的想

法法，，魏爽早就有魏爽早就有，，但是公但是公

司本身经营的品牌大司本身经营的品牌大，，走走

传统渠道销售见效更快传统渠道销售见效更快，，

如果不是疫情的原因如果不是疫情的原因，，整整

个公司强化执行力在直播个公司强化执行力在直播

这件事上还真下不定这个这件事上还真下不定这个

决心决心、。、。

公司没有收入公司没有收入，，销售销售

人员就没有销售提成人员就没有销售提成，，但但

是做为总经理和投资人是做为总经理和投资人，，

魏爽的压力远比普通员工魏爽的压力远比普通员工

大得多大得多。“。“直播是我们现直播是我们现

在能够开展工作在能够开展工作，，同时把同时把

自己状态调整好的唯一方自己状态调整好的唯一方

式式。”。”他说他说：“：“现在做一些现在做一些

努力努力，，等到复工以后就能等到复工以后就能

跑得快一点跑得快一点，，不然公司面不然公司面

临的情况会比较严峻临的情况会比较严峻。。普普

通员工可能感受不到通员工可能感受不到，，但但

是我没有别的选择是我没有别的选择。”。”

人们已经对从直播买人们已经对从直播买

口红口红、、买零食有一定的熟买零食有一定的熟

悉度悉度，，对汽车这样的大宗对汽车这样的大宗

交易多少还是有一些隐交易多少还是有一些隐

忧忧。。但是但是，，魏爽将抖音直魏爽将抖音直

播理解成获取客户播理解成获取客户、、维系维系

客户的一个渠道客户的一个渠道，，就如同就如同

平时做团购会平时做团购会、、车展等活车展等活

动一样动一样，，它不一定直接带它不一定直接带

来成交来成交，，但一定能带来销但一定能带来销

量提升的可能性量提升的可能性。。

““ 直 播 还 有 一 个 好直 播 还 有 一 个 好

处处 ，， 有 些 用 户 走 进有 些 用 户 走 进 44SS

店店，，他心里紧张他心里紧张，，也担心也担心

销售人员坑他销售人员坑他，，但是直播但是直播

这个方式能让大家把基于这个方式能让大家把基于

交易的界限放下来交易的界限放下来，，有什有什

么不懂的问题就问么不懂的问题就问，，也提也提

高了交流的效率高了交流的效率。”。”

本是无奈之下开的直本是无奈之下开的直

播播，，两个月下来已经成为两个月下来已经成为

魏爽店里成型的销售策魏爽店里成型的销售策

略略。。他招聘了一位专业主他招聘了一位专业主

播播，，要把武汉这家店打造要把武汉这家店打造

成成““网红店网红店”。”。（唐云路）

韧劲十足的拼搏者

在直播里卖车的武汉人

如何才能把如何才能把““失去的时失去的时

间夺回来间夺回来”，”，让汽车销量提上让汽车销量提上

去去，，是每个身处营销一线的是每个身处营销一线的

员工眼下最急切的问题员工眼下最急切的问题。。

罗俊感到自己肩上的担罗俊感到自己肩上的担

子很重子很重，，对于自己所负责的对于自己所负责的

区域区域，，他每天都要抽查服务他每天都要抽查服务

顾问的留资跟进录音顾问的留资跟进录音，，对邀对邀

约话术进行改进约话术进行改进，，找出用户找出用户

服务中的薄弱环节服务中的薄弱环节。“。“要想成要想成

效突出效突出，，细节把控很重要细节把控很重要。”。”

罗俊说罗俊说。。

目前目前，，上汽通用五菱全上汽通用五菱全

体系经销商已经实现体系经销商已经实现100100%%复复

工复产工复产，，成为行业内实现复成为行业内实现复

工复产最快的一家汽车企业工复产最快的一家汽车企业

之 一之 一 。。 产 销 快 报 显 示产 销 快 报 显 示 ，， 33

月月，，上汽通用五菱销量全面上汽通用五菱销量全面

回升回升，，单月终端零售销量超单月终端零售销量超

过过1313万辆万辆，，一举成为国内汽一举成为国内汽

车销量榜冠军车销量榜冠军。。

罗俊是上汽通用五菱销罗俊是上汽通用五菱销

售公司用户服务部中南大区售公司用户服务部中南大区

的服务顾问的服务顾问。。22 月底月底，，当他当他

到达安徽区域时发现到达安徽区域时发现，，这里这里

只有少部分门店开始复工只有少部分门店开始复工。。

““有些虽然开门了有些虽然开门了，，但由于客但由于客

户数量少户数量少、、业务开展不方业务开展不方

便便，，大部分服务站员工都没大部分服务站员工都没

有从假期的状态中调整过有从假期的状态中调整过

来来，，许多服务业务基本处于许多服务业务基本处于

停滞的状态停滞的状态。”。”罗俊说罗俊说。。

这显然不是他想要的状这显然不是他想要的状

态态。“。“人的工作是所有工作的人的工作是所有工作的

基础基础。”。”罗俊很快意识到罗俊很快意识到，，

““只有把所有的服务站工作人只有把所有的服务站工作人

员的员的‘‘精气神精气神’’调动起来调动起来，，

才能拼出好成绩才能拼出好成绩。”。”

在对经销商进行快速走在对经销商进行快速走

访后访后，，罗俊有了主意罗俊有了主意————

““三步走三步走””战术战术：：一是按照一一是按照一

级体系建立微信工作群级体系建立微信工作群，，将将

每个门店的服务经理每个门店的服务经理、、服务服务

顾问拉入群顾问拉入群，，每天签到每天签到；；二二

是把用户进行分类是把用户进行分类，，让每个让每个

服务顾问都有自己的指标服务顾问都有自己的指标；；

三是服务顾问每天跟进用三是服务顾问每天跟进用

户户，，并分享一个用户跟进的并分享一个用户跟进的

电话录音电话录音。。

简单的简单的 33 个方法给服务个方法给服务

顾问建立了清晰的目标和动顾问建立了清晰的目标和动

作作，，让所有人都进入到工作让所有人都进入到工作

节奏节奏。。随着一系列战术迅速随着一系列战术迅速

落地落地，，成果也显现出来成果也显现出来。。截截

至至33月月2626日日，，罗俊负责的区罗俊负责的区

域进厂台次指标完成率达域进厂台次指标完成率达

7272..66%%，，同比增长同比增长 77..88%%；；续续

保指标完成率达保指标完成率达209209..99%%；；菱菱

菱邦保养套餐销售指标完成菱邦保养套餐销售指标完成

率达率达120120..77%%，，综合指标表现综合指标表现

勇夺全国第二勇夺全国第二。。

疫情当前疫情当前，，细致如细致如““绣绣

花功夫花功夫””的营销措施成为车的营销措施成为车

企实现企实现““危机危机””转转““商机商机””

的一个突破口的一个突破口。。负责上汽通负责上汽通

用五菱沈阳区域销售的黄康用五菱沈阳区域销售的黄康

东对此体会颇深东对此体会颇深，“，“提升互联提升互联

网线索半小时响应率是获取网线索半小时响应率是获取

线下客流的关键线下客流的关键。”。”

复工初期复工初期，，黄康东负责黄康东负责

的经销商销售线索半小时响的经销商销售线索半小时响

应率只有应率只有 5050%%左右左右，，11--22 月月

通过互联网线索首次到店率通过互联网线索首次到店率

更是不足更是不足55%%，，这个成绩让黄这个成绩让黄

康东当天晚上就失眠了康东当天晚上就失眠了。。

为了提升到店率为了提升到店率，，黄康黄康

东通过和经销商团队反复沟东通过和经销商团队反复沟

通通，，设计出一套从统一思想设计出一套从统一思想

到总结分享的完整打法到总结分享的完整打法。“。“原原

先先，，销售人员根据自己习惯销售人员根据自己习惯

打潜客电话打潜客电话，，现在则要按照现在则要按照

统一的话术标准开展统一的话术标准开展。”。”黄康黄康

东举了个例子东举了个例子。。

之前之前，，销售人员销售人员1818::0000下下

班班，，现在却要值班到现在却要值班到 2121::0000；；

之前只对销量数字负责之前只对销量数字负责，，现现

在还要看潜客及时跟进率在还要看潜客及时跟进率、、

线上学习完成率线上学习完成率、、电子交车电子交车

使用率……刚开始使用率……刚开始，，44SS店销店销

售人员怨言不少售人员怨言不少。。但没想但没想

到到，，短短一两周之后短短一两周之后，，销售销售

人员就尝到了甜头人员就尝到了甜头，，大家发大家发

现虽然店面的自然流量没怎现虽然店面的自然流量没怎

么增加么增加，，但销量却起来了但销量却起来了。。

目前目前，，黄康东负责的区黄康东负责的区

域互联网线索半小时响应率域互联网线索半小时响应率

已经提升到了已经提升到了 7575%%，，比比 22 月月

提升了提升了 5050%%，，互联网线索首互联网线索首

次到店率更是比次到店率更是比 11--22 月提升月提升

了了200200%%不止不止。。在这些简单数在这些简单数

字的支撑下字的支撑下，，他的销售指标他的销售指标

完成率排到了东北第一完成率排到了东北第一、、全全

国前十国前十。。

本报记者 甘文嘉

今年，突如其来的

新冠肺炎疫情让持续下

行的中国车市雪上加

霜，2 月份汽车销量呈

断崖式下跌，许多人不

看好后市，甚至产生悲

观情绪。越是特殊时

期，越考验企业韧性。

虽然单看一个月的销量

还不能判断上汽通用五

菱已经走出低谷、重回

巅峰，但公司在困难面

前“不等不靠、自强不

息、勇于担当”的精神

可嘉，这份成绩单非常

提振士气，鼓舞人心。

在困难的时候，要

看到成绩、看到光明，

要提高我们的勇气。尽

管市场仍处于探底过程

中，但已显现积极因

素。3 月以来，因疫情

被按下暂停键的中国汽

车工业正在重启中，复

工率达到90%以上。3月

下旬复产的效果逐渐明

显，日产量最高值已接

近7万辆，和去年日平

均值相当。中国乘联会

表示，3月第4周乘用车

零售恢复较快，日均零

售同比降幅缩至 24%。

中汽协常务副会长兼秘

书长付炳锋于近日表

示，从国家各种政策的

准备以及汽车行业的努

力来看，下半年汽车产

销能恢复到去年同期，

甚至高于去年同期，这

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当前，疫情防控阻

击战进入关键时期，信

心是一颗“定心丸”，也

是一针“强心剂”。信心

从哪里来？其实，信心

就在我们脚下，就在我

们手中。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危”和“机”总

是同生并存的，克服了

“危”即是“机”。疫情

确实给企业带来影响，

但也倒逼企业创新。疫

情发生以来，上汽通用

汽车三大品牌相继开启

了“直播”模式。一个

月来，上汽通用各品牌

联合经销商累计开展在

线直播1万多场，吸引

了几百万人观看，更是

形成了几百个订单转

换。疫情加速了上汽斯

柯达线上功能的开发，

看车、试驾、保险、金

融等网上功能全部打

通。瞄准新市场，研发

不停步，上汽软件人才

中心招聘按下启动键。

疫情期间，华域视觉的研

发团队始终开启海内外

联动模式，项目运行基本

处于24小时不停状态。

2020年已经过去四

分之一，时间逼人，任

务催人。我们讲信心，

不仅是要增强面对困难

的勇气，更是要增强破

解困难的动力和干劲。

我们不能坐等风起，而

是要主动出击，以时不

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

状态，尽快找回发展节

奏，咬住全年目标，努

力把第一季度的损失补

回来，力争“逆势上扬”，

走出向上、向好的发展节

奏。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

评论

“三步走”

调动起“精气神”

“绣花功夫”

助团队“挽狂澜”
一场直播

让9个客户交定金

把名爵4S店

打造成“网红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