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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就像我们的家人”
上汽财务外勤人员一线战“疫”帮助经销商复工

本报记者 邹勇

近日近日，，上汽大众朗逸纯上汽大众朗逸纯

电动出租车成功斩获山西省电动出租车成功斩获山西省

临汾市首批临汾市首批 280280 辆新能源出辆新能源出

租车试点订单并陆续交付用租车试点订单并陆续交付用

户户。。尽管新能源出租车市场尽管新能源出租车市场

推广受到各地政策影响推广受到各地政策影响，，但但

上汽大众营销团队不轻言放上汽大众营销团队不轻言放

弃弃，，努力争取出租车换代的努力争取出租车换代的

订单订单。。

鼠年春节前夕鼠年春节前夕，，山西省山西省

临汾市新能源出租车更新之临汾市新能源出租车更新之

战已是刀光剑影战已是刀光剑影。。新冠肺炎新冠肺炎

的疫情似乎让这场激战暂时的疫情似乎让这场激战暂时

划下休止符划下休止符，，但上汽大众营但上汽大众营

销团队并没有停下脚步销团队并没有停下脚步。。疫疫

情期间情期间，，上汽大众大众品牌上汽大众大众品牌

华北分销中心和临汾的经销华北分销中心和临汾的经销

商团队持续保持高频沟通商团队持续保持高频沟通，，

与当地客运管理处与当地客运管理处、、出租车出租车

公司公司，，以及司机们进行互以及司机们进行互

动动，，有序推进项目有序推进项目。。

上汽大众大众品牌华北上汽大众大众品牌华北

分销中心总经理任政表示分销中心总经理任政表示，，

临汾的出租车司机和公司在临汾的出租车司机和公司在

第一次切换新能源车型的时第一次切换新能源车型的时

候候，，对纯电动车还是有一些对纯电动车还是有一些

顾虑顾虑。“。“客户一方面担心纯电客户一方面担心纯电

动车的价格比传统汽油车要动车的价格比传统汽油车要

高高，，另一方面担心电池衰减另一方面担心电池衰减

等产品性能方面的问题等产品性能方面的问题。”。”

据任政介绍据任政介绍，，由于在配由于在配

置上和普通车型有差异置上和普通车型有差异，，上上

汽大众针对新能源出租车车汽大众针对新能源出租车车

型有特殊的销售政策型有特殊的销售政策，，朗逸朗逸

纯电动出租车的价格成本和纯电动出租车的价格成本和

比亚迪比亚迪、、吉利等自主品牌车吉利等自主品牌车

型处于同一价格区间内型处于同一价格区间内。。上上

汽大众还面向出租车司机推汽大众还面向出租车司机推

出了出了 2020%%低首付低首付、、最长四年最长四年

免息的购车金融政策免息的购车金融政策。。对于对于

出租车司机来说出租车司机来说，，投入门槛投入门槛

低低，，每个月的还贷可以通过每个月的还贷可以通过

运营收入来覆盖运营收入来覆盖，，日常使用日常使用

还能够大幅节约燃油成本还能够大幅节约燃油成本。。

另外另外，，上汽大众通过各种形上汽大众通过各种形

式的路试式的路试、、路演路演，，让客户充让客户充

分了解到朗逸纯电的技术特分了解到朗逸纯电的技术特

点点，，增强了客户信心增强了客户信心。。

““上汽大众拥有良好的品上汽大众拥有良好的品

牌口碑牌口碑，，再加上营销团队的再加上营销团队的

努力努力，，最终我们打消了客户最终我们打消了客户

的顾虑的顾虑。”。”任政说任政说。。

出租车市场的更新周期出租车市场的更新周期

一般在一般在 66--88 年年。。从今年起从今年起，，

临汾出租车进入集中更新的临汾出租车进入集中更新的

阶段阶段。。在任政看来在任政看来，，新能源新能源

出租车的推进速度和当地政出租车的推进速度和当地政

府出台的政策密切相关府出台的政策密切相关。“。“临临

汾在推进新能源出租车这件汾在推进新能源出租车这件

事上比较坚决事上比较坚决，，所以落地工所以落地工

作比较快作比较快。。虽然华北区域很虽然华北区域很

多城市的出租车更新细则和多城市的出租车更新细则和

车型选择标准还没有完全确车型选择标准还没有完全确

定定，，但我们也在积极沟通但我们也在积极沟通、、

争取争取。”。”

从 目 前 的 市 场 反 馈 来从 目 前 的 市 场 反 馈 来

看看，，出租车电动化的趋势非出租车电动化的趋势非

常明显常明显，，并且这两年的推广并且这两年的推广

力度在不断加大力度在不断加大，，这得益于这得益于

各汽车品牌电动产品的不断各汽车品牌电动产品的不断

成熟成熟。。自自 20082008 年诞生以来年诞生以来，，

朗逸成为国内车市最畅销的朗逸成为国内车市最畅销的

轿车车型轿车车型。。作为上汽大众大作为上汽大众大

众品牌首款量产纯电动产众品牌首款量产纯电动产

品品，，朗逸纯电动车结合了大朗逸纯电动车结合了大

众汽车领先的新能源技术和众汽车领先的新能源技术和

朗逸传统产品的基因朗逸传统产品的基因，，采用采用

了领先的德系三电技术了领先的德系三电技术，，树树

立了新能源安全新标杆立了新能源安全新标杆，，对对

于大众品牌新能源战略有着于大众品牌新能源战略有着

重大的意义重大的意义。。

朗逸纯电动出租车是上朗逸纯电动出租车是上

汽大众中标临汾首批新能源汽大众中标临汾首批新能源

出租车试点的首款车型出租车试点的首款车型，，也也

是唯一的车型是唯一的车型，，上汽大众特上汽大众特

别重视这次机会别重视这次机会，，也做好了也做好了

充分的准备充分的准备。。

任政说任政说：“：“这次试点之这次试点之

后后，，其他品牌的新能源出租其他品牌的新能源出租

车也有进入临汾市场的机车也有进入临汾市场的机

会会，，但我们对朗逸纯电动车但我们对朗逸纯电动车

非常有信心非常有信心。。今年今年，，上汽大上汽大

众估计有众估计有 10001000 辆的市场机辆的市场机

会会。。我们的目标是未来我们的目标是未来 11--22

年内在临汾市场做到年内在临汾市场做到20002000辆辆

的销量的销量。”。”

上汽大众华北分销中心上汽大众华北分销中心

营销团队很大一部分工作是营销团队很大一部分工作是

和当地经销商一起争取让新和当地经销商一起争取让新

能源车型和燃油车型进入出能源车型和燃油车型进入出

租车型目录租车型目录，，并根据各地的并根据各地的

具体条件来制订不同的推广具体条件来制订不同的推广

方案方案。“。“我们一直在想办法参我们一直在想办法参

与政府制订出租车准入标准与政府制订出租车准入标准

的过程的过程，，从中找到自身产品从中找到自身产品

的契合点的契合点，，尽可能地把产品尽可能地把产品

纳入到目录里面纳入到目录里面。。进了目录进了目录

后后，，我们就可以去做出租车司我们就可以去做出租车司

机和出租车公司的工作了机和出租车公司的工作了。”。”

““下一阶段下一阶段，，我们还将在我们还将在

石家庄推广这款新能源出租石家庄推广这款新能源出租

车车，，预计今年到明年上半年预计今年到明年上半年

还有还有 20002000~~30003000 辆的市场机辆的市场机

会会。”。”任政充满信心任政充满信心。。

全力去拼每一张订单
上汽大众营销团队紧抓新能源出租车商机

本报记者 吴琼

““你们怎么这么着急就出你们怎么这么着急就出

差了差了？？还以为你们远程办公还以为你们远程办公

呢呢！”！”33月月，，当上汽财务公司当上汽财务公司

的黄旭忠出现在位于广州的的黄旭忠出现在位于广州的

44SS店时店时，，经销商负责人感动经销商负责人感动

地说地说：“：“你们像自家人你们像自家人，，这么这么

难的时候还来看我们难的时候还来看我们。”。”

上汽财务公司有外勤营上汽财务公司有外勤营

销人员销人员 120120 余名余名。。和黄旭忠和黄旭忠

一样一样，，这些客户经理们在全这些客户经理们在全

国疫情稳定后的第一时间就国疫情稳定后的第一时间就

背起了行囊背起了行囊，，前往一线帮助前往一线帮助

经销商全方位复工经销商全方位复工，，度过经度过经

营难关营难关。。特殊时期特殊时期，，他们积他们积

极开展实地走访极开展实地走访，，当场解决当场解决

经销商面临的各种难题经销商面临的各种难题；；他他

们推出多个新产品套餐们推出多个新产品套餐，，以以

金融带动销售金融带动销售，，实现经销商实现经销商

的业务回温的业务回温。。

张乐新是上汽财务公司张乐新是上汽财务公司

营销二部的客户经理营销二部的客户经理，，负责负责

山东地区的业务山东地区的业务。。33 月月 99 日日，，

张乐新就拖着行李出差前往张乐新就拖着行李出差前往

青岛了青岛了。。33 月上旬月上旬，，大量外大量外

籍人士进入青岛籍人士进入青岛，，境外输入境外输入

确诊病例的增加确诊病例的增加，，使得当地使得当地

疫情防控压力加大疫情防控压力加大。。每天巡每天巡

店店，，张乐新看到经销商的困张乐新看到经销商的困

境后境后，，心里不禁暗暗想心里不禁暗暗想：：疫疫

情下情下，，销量不好销量不好、、到店人流到店人流

少少，，经销商普遍压力大经销商普遍压力大，，希希

望我们能为他们做点什么望我们能为他们做点什么，，

帮助他们度过这一关帮助他们度过这一关。。抱着抱着

这一想法这一想法，，张乐新和他的同张乐新和他的同

事们更忙了事们更忙了。。白天白天，，他们走他们走

访经销商访经销商，，晚上回酒店分析晚上回酒店分析

经销商数据经销商数据，，帮助经销商设帮助经销商设

计有针对性的方案计有针对性的方案。。每天都每天都

要做数据分析要做数据分析，，以便及时为以便及时为

经销商排忧解难经销商排忧解难。。

张 乐 新 马 上 要 当 爸 爸张 乐 新 马 上 要 当 爸 爸

了了。。工作之余工作之余，，他最大的牵他最大的牵

挂就是家中的妻子挂就是家中的妻子：“：“出差在出差在

外外，，特别想念我太太特别想念我太太。。她的她的

预产期在预产期在55月月55日日。。她本来身她本来身

体不好体不好，，几乎每个月都要去几乎每个月都要去

医院检查医院检查。。现在我出差了现在我出差了，，

就不能陪伴和照顾她了就不能陪伴和照顾她了。”。”

疫情期间疫情期间，，多数人担心多数人担心

安全安全，，不愿意出差不愿意出差。。但营销但营销

二部的客户经理韦兆鸿却希二部的客户经理韦兆鸿却希

望能在一线呆得更久一些望能在一线呆得更久一些。。

““我想申请多呆一两个月我想申请多呆一两个月，，去去

更多的更多的 44SS 店了解情况店了解情况。”。”韦韦

兆鸿想把失去的时间抢回兆鸿想把失去的时间抢回

来来。。因为疫情原因因为疫情原因，，33月月99日日

他出差到西北地区后他出差到西北地区后，，就被就被

隔离了隔离了 1414 天天。。韦兆鸿担心韦兆鸿担心，，

如果回到上海后再出差如果回到上海后再出差，，又又

要被隔离要被隔离1414天天。。

33 月 下 旬月 下 旬 ，， 结 束 隔 离结 束 隔 离

后后，，韦兆鸿迅速投入工作韦兆鸿迅速投入工作，，

以每天走访以每天走访 22 家至家至 33 家家 44SS 店店

的速度的速度，，走访了西安走访了西安、、榆榆

林林、、延安三个城市的延安三个城市的2020多家多家

44SS 店店 。。 韦 兆 鸿 告 诉 记 者韦 兆 鸿 告 诉 记 者 ：：

““和其他区域相比和其他区域相比，，西北经销西北经销

商的复工商的复工、、复产相对比较复产相对比较

慢慢。。很多很多44SS店虽然报备开业店虽然报备开业

了了，，但由于展厅只允许但由于展厅只允许 55 至至

1010人同时上班人同时上班，，业务仍无法业务仍无法

恢复到正常运转水平恢复到正常运转水平。。这时这时

候更要加紧走访候更要加紧走访，，逐家找到逐家找到

突破当前瓶颈的方法突破当前瓶颈的方法。”。”因为因为

疫情疫情，，西安很多餐厅没有开西安很多餐厅没有开

业业，，即使开业了即使开业了，，也大多不也大多不

设堂食设堂食。。因为找餐厅不容因为找餐厅不容

易易，，又担心影响工作又担心影响工作，，韦兆韦兆

鸿常常自备干粮鸿常常自备干粮，，从这一家从这一家

44SS店赶往下一家店赶往下一家44SS店店。。

对于奔赴一线出差的外对于奔赴一线出差的外

勤员工勤员工，，上汽财务始终将他上汽财务始终将他

们的出行安全放在首位们的出行安全放在首位。。公公

司建立了疫情信息追踪机司建立了疫情信息追踪机

制制、、跟踪区域疫情动态跟踪区域疫情动态，，并并

开展每日健康情况上报开展每日健康情况上报；；提提

供了外勤特别保护套装供了外勤特别保护套装，，全全

方位保障员工健康方位保障员工健康。。此外此外，，

公司党委还特别发动了公司党委还特别发动了9090余余

名党员名党员，，组成外勤员工家属组成外勤员工家属

一对一关爱志愿服务队一对一关爱志愿服务队，，为为

前线战士解决了后顾之忧前线战士解决了后顾之忧，，

为他们的家庭送去了温暖和为他们的家庭送去了温暖和

关怀关怀。。

本报记者 严瑶

本报通讯员 杨凯悦

““建立精密测量中心建立精密测量中心

的本意是为了提升内部管的本意是为了提升内部管

理与加强分析能力理与加强分析能力，，但没但没

想到想到，，在汽车电动化发展在汽车电动化发展

的大背景下的大背景下，，这成为我们这成为我们

业务创新的一条出路业务创新的一条出路。”。”

大众动力总成精密测量中大众动力总成精密测量中

心负责人戴敏告诉记者心负责人戴敏告诉记者，，

精密测量中心刚取得认精密测量中心刚取得认

证证，，就已经接到了来自墨就已经接到了来自墨

西哥大众的订单西哥大众的订单：：为其认为其认

可小排量发动机的国产零可小排量发动机的国产零

部件样件部件样件。。

33月月1919日日，，大众动力大众动力

总成精密测量中心获得中总成精密测量中心获得中

国合格评定认可委员会认国合格评定认可委员会认

证证，，取得取得 ISO/IECISO/IEC 1702517025

证书证书。。据悉据悉，，精密测量中精密测量中

心配备全尺寸测量设备心配备全尺寸测量设备，，

可以对机械零部件在性可以对机械零部件在性

能能、、材料等方面进行认材料等方面进行认

证证；；同时同时，，独立开发的独立开发的

““智能云端管理系统智能云端管理系统””极极

大地提升了工作效率大地提升了工作效率。。

““最初进行认证的想最初进行认证的想

法仅仅是希望通过国标认法仅仅是希望通过国标认

证找差距证找差距、、补短板补短板。”。”负负

责人戴敏说道责人戴敏说道：“：“我们对我们对

发动机的德系标准已经十发动机的德系标准已经十

分熟悉分熟悉，，现在拥有国标的现在拥有国标的

认证后认证后，，我们业务范围更我们业务范围更

宽了宽了，，自身的质量能力也自身的质量能力也

得到提升得到提升。”。”原先原先，，大众大众

动力总成只负责生产发动动力总成只负责生产发动

机机，，现在却当起了为其它现在却当起了为其它

企业认证产品质量的企业认证产品质量的““服服

务者务者”。”。

““刚做国标认证时刚做国标认证时，，

员工们并不理解为何要从员工们并不理解为何要从

质量工程师跨界变成质量质量工程师跨界变成质量

‘‘服务员服务员’。’。但完成这个项但完成这个项

目后目后，，大家感到这就是企大家感到这就是企

业的一个业的一个‘‘品牌服务品牌服务’。”’。”

负责人说负责人说。。现下现下，，精密测精密测

量中心正根据自身能力不量中心正根据自身能力不

断调整定位断调整定位，，发掘新的业发掘新的业

务增长点务增长点，，助力公司向智助力公司向智

能智造型企业迈进能智造型企业迈进。。戴敏戴敏

透露透露，“，“有了墨西哥大众有了墨西哥大众

的第一个订单的第一个订单，，第二个订第二个订

单也已经在洽谈中单也已经在洽谈中。”。”

大众动力总成精密测量中心获国标认证

走出“质量经济”新路子

本报通讯员 孙洁

33月月2727日日，，华域皮尔华域皮尔

博格泵技术有限公司博格泵技术有限公司（（以以

下简称下简称““PHPPHP”）”）20202020年年

““质量小卫士质量小卫士””表彰暨群表彰暨群

众性质量活动启动仪式在众性质量活动启动仪式在

公司生产部装配车间举公司生产部装配车间举

行行。。本次表彰共有本次表彰共有 6363 名名

员工获得公司首批员工获得公司首批““质量质量

小卫士小卫士””称号称号，，获奖员工获奖员工

代表发出倡议代表发出倡议，，号召大家号召大家

全面参与质量提升工作全面参与质量提升工作。。

同时同时，，PHPPHP 成立了由成立了由 1414

位青年骨干组成的位青年骨干组成的““质量质量

能级提升突击队能级提升突击队”，”，推动推动

企业企业““人人关注质量人人关注质量””的的

浓厚氛围浓厚氛围，，积极积极、、有效地有效地

推动公司质量管理水平的推动公司质量管理水平的

提升提升。。

去年年末去年年末，，PHPPHP 与与

大众动力总成签署战略合大众动力总成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作协议，，PHPPHP 在精益生在精益生

产管理产管理、、质量文化和管理质量文化和管理

方法等方面向大众动力总方法等方面向大众动力总

成学习先进管理经验与方成学习先进管理经验与方

法法。。通过多维度通过多维度、、全方位全方位

的对接的对接，，实现用户和供应实现用户和供应

商的深度融合商的深度融合，，强化供需强化供需

双方的全面合作双方的全面合作。。

““本次质量共建是企本次质量共建是企

业与大众动力总成战略合业与大众动力总成战略合

作良好的开始作良好的开始，，后续双方后续双方

将加快搭建其他合作平将加快搭建其他合作平

台台，，加强人员交流合作加强人员交流合作，，

加大双方信息输出和对加大双方信息输出和对

接接，，不断提高管理人员的不断提高管理人员的

能级能级，，全面提升双方企业全面提升双方企业

的综合实力的综合实力。”。”PHPPHP 相关相关

人员表示人员表示。。

今年今年，，突如其来的新突如其来的新

冠病毒疫情没有影响开展冠病毒疫情没有影响开展

质量提升工作的脚步质量提升工作的脚步。。

PHPPHP 在复工复产伊始就在复工复产伊始就

启动了启动了 20202020 年质量提升年质量提升

计划计划，，公司围绕建设质量公司围绕建设质量

文化文化、、梳理质量体系梳理质量体系、、优优

化质量方法三个方面开展化质量方法三个方面开展

活动活动，，全面提升企业的核全面提升企业的核

心竞争力及用户满意度心竞争力及用户满意度。。

■相关新闻

华域皮尔博格泵技术与
大众动力总成深化质量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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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出租车换代商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