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4月12日
本期值班编委 邹勇 1版、2版责任编辑 邹勇 美编 荣晔上汽要闻02

本报记者 严瑶

““ 欢 迎 回 家欢 迎 回 家 ！”！” 这 几这 几

天天，，申城春意渐浓申城春意渐浓。。随着上随着上

海援鄂医疗队陆续完成任务海援鄂医疗队陆续完成任务

分批返沪分批返沪，，一幕幕暖心的场一幕幕暖心的场

景构成温暖的画面景构成温暖的画面————

44 月月 55 日日，，由荣威由荣威 RXRX55

MAXMAX和荣威和荣威eRXeRX55 MAXMAX组组

成的上汽荣威爱心车队成的上汽荣威爱心车队，，在在

瑞金医院门口列阵以待瑞金医院门口列阵以待，，一一

块块块块““致敬英雄致敬英雄，，欢迎回欢迎回

家家””的标牌的标牌、、一捧捧鲜花一捧捧鲜花，，

向结束隔离观察的援鄂医护向结束隔离观察的援鄂医护

人员表达着敬意与感谢人员表达着敬意与感谢。。此此

前前，，上汽大众上汽大众、、上汽通用五上汽通用五

菱等企业也分别集结车队菱等企业也分别集结车队，，

护送战护送战““疫疫””归来的医护人归来的医护人

员回家员回家。。

““我们计划为所有上海我们计划为所有上海

援鄂医疗队队员援鄂医疗队队员，，优选上汽优选上汽

大众大众、、上汽通用上汽通用、、荣威荣威、、名名

爵爵、、MAXUSMAXUS 主销车型主销车型，，提提

供六折购车优惠以及车辆终供六折购车优惠以及车辆终

身质保身质保；；为其他上海医务工为其他上海医务工

作者作者，，提供相当于上汽员工提供相当于上汽员工

内部购车的优惠幅度内部购车的优惠幅度。”。”上上

汽集团总裁助理蔡宾表示汽集团总裁助理蔡宾表示。。

目前目前，，上汽集团携下属企业上汽集团携下属企业

已捐献超过已捐献超过60006000万元现金和万元现金和

物资物资，，其中就包括交付上海其中就包括交付上海

市卫健委的市卫健委的 2020 辆负压救护辆负压救护

车车，，供上海地区防疫医疗救供上海地区防疫医疗救

护专用护专用。。

这段时间以来这段时间以来，，上汽集上汽集

团作为国内汽车行业的龙头团作为国内汽车行业的龙头

企业企业，，全力推动复产全力推动复产、、抢抓抢抓

发展发展。。同时同时，，上汽集团上下上汽集团上下

齐心齐心，，共同倡议共同倡议、、调动资调动资

源源，，通过通过““我能为你做些什我能为你做些什

么么””的行动的行动，，向抗疫英雄送向抗疫英雄送

上关怀与服务上关怀与服务。。

““我虽然不能上前线救我虽然不能上前线救

人人，，但可以发挥专业特长但可以发挥专业特长，，

为白衣天使提供更好的出行为白衣天使提供更好的出行

产品和服务产品和服务。”“。”“我可以做好我可以做好

本职工作本职工作，，接过抗疫英雄的接过抗疫英雄的

接力棒接力棒，，把因疫情造成的损把因疫情造成的损

失抢回来失抢回来，，用经济发展支持用经济发展支持

抗疫抗疫。”“。”“我可以和同事我可以和同事、、朋朋

友们一起友们一起，，从身边小事做从身边小事做

起起，，做抗疫英雄永远的做抗疫英雄永远的‘‘大大

后方后方’，’，共同夺取最后的胜共同夺取最后的胜

利利。”。”……这些来自上汽一……这些来自上汽一

线员工的朴素话语线员工的朴素话语，，伴随着伴随着

实实在在的行动实实在在的行动，，汇成触动汇成触动

人心人心、、凝聚人心的力量凝聚人心的力量。。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

响响，，中国汽车市场的发展面中国汽车市场的发展面

临着严峻考验临着严峻考验。。如何在抗疫如何在抗疫

的同时的同时，，发掘新的增长动发掘新的增长动

力力，，稳住经济发展稳住经济发展，，成了摆在成了摆在

汽车企业面前的一大考验汽车企业面前的一大考验。。

脚步飞快的上汽集团快脚步飞快的上汽集团快

速做出了响应速做出了响应，，瞄准广大消瞄准广大消

费者对于洁净车内环境的迫费者对于洁净车内环境的迫

切需求切需求，，创新研发创新研发““健康出健康出

行行””产品产品，，积极引领行业新积极引领行业新

趋势趋势：：上汽在短短一个月时上汽在短短一个月时

间内就开发了两款全球首创间内就开发了两款全球首创

健康出行产品健康出行产品———深紫外线—深紫外线

杀毒汽车空调和深紫外线杀杀毒汽车空调和深紫外线杀

菌盒菌盒。。

目前目前，，上汽荣威上汽荣威、、上汽上汽

大众大众、、上汽通用上汽通用、、上汽大通上汽大通

等品牌陆续以提供售后配件等品牌陆续以提供售后配件

的形式的形式，，为整车产品进行加为整车产品进行加

装深紫外线光学杀毒系统装深紫外线光学杀毒系统。。

此外此外，，享道出行在郑州地区享道出行在郑州地区

上线搭载深紫外线上线搭载深紫外线““杀毒杀毒””

汽车空调的网约车车型汽车空调的网约车车型，，助助

力健康出行力健康出行。。

““目前目前，，两款深紫外线两款深紫外线

消 毒 产 品 已 经 收 到 超 过消 毒 产 品 已 经 收 到 超 过

1600016000 张订单张订单。。随着企业加随着企业加

快复产快复产，，未来产能有望充分未来产能有望充分

满足市场需求满足市场需求。”。”上汽集团上汽集团

相关人员表示相关人员表示。。

44 月月 99 日日，，武汉武汉““解封解封””

的第二天的第二天，，一列开往乌兹别一列开往乌兹别

克斯坦的货运列车从武汉大克斯坦的货运列车从武汉大

花岭火车站出发花岭火车站出发，，载着首批载着首批

出口乌兹别克斯坦的出口乌兹别克斯坦的 216216 辆辆

雪佛兰探界者雪佛兰探界者，，开始它们远开始它们远

征征““一带一路一带一路””的旅程的旅程。。通通

过上汽安吉物流的运输网过上汽安吉物流的运输网

络络，，上汽通用汽车首次开启上汽通用汽车首次开启

经经““一带一路一带一路””铁路对中亚铁路对中亚

国家的整车出口业务国家的整车出口业务。。

作为上汽通用汽车第一作为上汽通用汽车第一

款出口到款出口到““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国家国家

的产品的产品，，雪佛兰探界者将填雪佛兰探界者将填

补乌兹别克斯坦高档补乌兹别克斯坦高档SUVSUV车车

型的市场空白型的市场空白。。雪佛兰探界雪佛兰探界

者的生产地者的生产地———上汽通用汽—上汽通用汽

车武汉分公司集精益化车武汉分公司集精益化、、敏敏

捷化捷化、、柔性化柔性化、、模块化于一模块化于一

体体，，不仅拥有世界一流的精不仅拥有世界一流的精

益生产和管理体系益生产和管理体系，，同时也同时也

具备全球领先的智能化和自具备全球领先的智能化和自

动化水平动化水平。。自自20152015年投产以年投产以

来来，，上汽通用汽车武汉分公上汽通用汽车武汉分公

司已累计生产整车约司已累计生产整车约 265265 万万

辆辆，，创造产值超过创造产值超过 20002000 亿亿

元元，，为企业和武汉当地的经为企业和武汉当地的经

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值得关注的是值得关注的是，，正在全正在全

球肆虐的新冠病毒疫情为此球肆虐的新冠病毒疫情为此

次探界者出口带来了重重挑次探界者出口带来了重重挑

战战。。为了尽可能减小疫情带为了尽可能减小疫情带

来的影响来的影响，，确保项目按时确保项目按时、、

保质地完成进度保质地完成进度，，上汽通用上汽通用

汽车以汽车以““11 带带 200200”，”，帮助武帮助武

汉分公司的汉分公司的 200200 多家供应商多家供应商

进行防疫防控进行防疫防控，，协助他们向协助他们向

政府进行复工申报政府进行复工申报，，并且派并且派

遣大量专家和员工手把手支遣大量专家和员工手把手支

援供应商的复工生产援供应商的复工生产，，助力助力

供应商实现复工供应商实现复工。。

同时同时，，上汽通用汽车积上汽通用汽车积

极解决武汉分公司员工的复极解决武汉分公司员工的复

工通行问题工通行问题，，专人专岗专人专岗，，帮帮

助湖北各地员工有序助湖北各地员工有序、、安全安全

地返汉地返汉、、返岗返岗。。在各级政府在各级政府

的高度重视和相关部门的大的高度重视和相关部门的大

力支持下力支持下，，武汉分公司严格武汉分公司严格

落实各项防控防疫措施落实各项防控防疫措施，，并并

依托上汽通用汽车世界一流依托上汽通用汽车世界一流

的精益生产和质量管理体的精益生产和质量管理体

系系，，确保了雪佛兰探界者首确保了雪佛兰探界者首

批出口订单的按时顺利下批出口订单的按时顺利下

线线，，再次展现了作为上汽通再次展现了作为上汽通

用汽车旗下标杆工厂的实力用汽车旗下标杆工厂的实力。。

自自20012001年首开国内中高年首开国内中高

档汽车出口的先河开始档汽车出口的先河开始，，上上

汽通用汽车在整车汽通用汽车在整车、、驱动系驱动系

统和汽车散件的出口业务上统和汽车散件的出口业务上

不断超越不断超越，，产品已远销北美产品已远销北美

洲洲、、南美洲南美洲、、欧洲欧洲、、非洲非洲、、

亚洲的多个市场亚洲的多个市场。。 （熊曦）

日前日前，，上汽集团团委举上汽集团团委举

行了行了20192019年度年度““十佳青年标十佳青年标

兵兵””线上评审会线上评审会。。结合网络结合网络

投票以及专家投票结果投票以及专家投票结果，，最最

终终，，来自上汽各企业的来自上汽各企业的1010名名

优秀青年获得优秀青年获得20192019年度上汽年度上汽

““十佳青年标兵十佳青年标兵””殊荣殊荣。。

2019 年度上汽十佳青年标

兵：（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军政 上海汽车变速器有

限公司

杨 帆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

公司

余 意 上海捷氢科技有限

公司

张志军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乘用车分公司

张 腾 华域视觉科技 （上

海）有限公司

胡慧婧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

倪洪斌 延锋安道拓座椅机

械部件有限公司

高 羽 上汽大通汽车有限

公司

郭骏华 上海汇众汽车制造

有限公司

楼寅伟 上海汽车集团财务

有限责任公司

汇聚众人力量 致敬英雄团队
上汽集团发起“‘我能为你做些什么’支持抗疫英雄”行动

伴随雪佛兰探界者发运中亚地区

上汽通用武汉基地全面复工

上汽十佳青年标兵
评选结果揭晓

44 月月 99 日日，，被称为被称为““可可

移动大号移动大号NN9595口罩口罩””的上汽的上汽

MAXUSMAXUS 负压救护车由上海负压救护车由上海

适达慈善基金会捐赠至上海适达慈善基金会捐赠至上海

长海医院长海医院，，正式入列长海医正式入列长海医

疗方阵疗方阵，，开启在长海医院的开启在长海医院的

生命守护服务生命守护服务，，以军工品质以军工品质

服务和支持卫勤工作服务和支持卫勤工作，，同时同时

助力上海地区的防疫工作助力上海地区的防疫工作。。

当天下午当天下午，，上汽大通与上汽大通与

上海长海医院举行了军民共上海长海医院举行了军民共

建签约仪式建签约仪式。。双方将聚焦双方将聚焦

““军民携手军民携手、、共建文明共建文明””的的

主题主题，，深化交流合作深化交流合作，，互相互相

发挥优势发挥优势，，形成互通互利形成互通互利、、

互帮互助的创新型互帮互助的创新型、、平台式平台式

共建格局共建格局。。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来，，上汽大通快速响应上汽大通快速响应、、积积

极行动极行动，，迅速投入到抗击疫迅速投入到抗击疫

情的战斗中情的战斗中。。上汽大通收到上汽大通收到

工信部指示后于第一时间拉工信部指示后于第一时间拉

动生产资源动生产资源，，并准时完成生并准时完成生

产任务产任务。。目前目前，，上汽大通已上汽大通已

经有近经有近 500500 辆负压救护车与辆负压救护车与

一线抗疫人员共同奋战一线抗疫人员共同奋战。。

面对日趋严重的海外疫面对日趋严重的海外疫

情情，，上汽大通还将驰援的触上汽大通还将驰援的触

角延伸至海外角延伸至海外，，尽力筹备资尽力筹备资

源支援海外源支援海外，，助力海外合作助力海外合作

伙伴伙伴、、用户及民众抗疫用户及民众抗疫，，共共

克时艰克时艰。。此外此外，，上汽大通已上汽大通已

经在积极实行海外市场的认经在积极实行海外市场的认

证证，，并计划通过捐赠和海外并计划通过捐赠和海外

经销商渠道经销商渠道，，将上汽大通生将上汽大通生

产的负压救护车投入到海外产的负压救护车投入到海外

疫情救援中疫情救援中。。

近期近期，，上汽大通驰援埃上汽大通驰援埃

及的首批负压救护车及的首批负压救护车，，已经已经

在加班加点生产中在加班加点生产中。。（张璐）

以“军工品质”服务和支持医疗卫生工作

上汽大通负压救护车入列长海医疗方阵

致敬战“疫”英雄，

为医护人员送去关怀

开发健康产品与服务，

尽自身所能满足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