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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记者 李修惠

““受疫情影响受疫情影响，，整个网整个网

约车行业的订单量一度下降约车行业的订单量一度下降

得十分明显得十分明显。”。”享道出行享道出行

相关负责人说相关负责人说，“，“到现在到现在，，

整个行业的订单量都还没恢整个行业的订单量都还没恢

复到年前的水平复到年前的水平。”。”

不过不过，，随着各大城市复随着各大城市复

工复产的推进工复产的推进，，享道出行也享道出行也

借力复工潮借力复工潮，，迎来了订单量迎来了订单量

的的““小回潮小回潮”，”，用户活跃度用户活跃度

稳步回升稳步回升。。

在享道出行所在的几大在享道出行所在的几大

城市中城市中，，郑州的订单量迎来郑州的订单量迎来

了了““爬坡式爬坡式””的恢复的恢复。。享道享道

出行相关负责人分析道出行相关负责人分析道：：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

率先在郑州的专车上安装了率先在郑州的专车上安装了

内置式深紫外线内置式深紫外线‘‘杀毒杀毒’’汽汽

车空调系统车空调系统。”。”

郑州作为疫情较为严重郑州作为疫情较为严重

的地区的地区，，安全成为当地用户安全成为当地用户

在出行时的首要考虑因素在出行时的首要考虑因素。。

““所以上汽集团刚研发出这所以上汽集团刚研发出这

款空调系统款空调系统，，我们马上就安我们马上就安

排全部车辆进行了安装排全部车辆进行了安装。”。”

据悉据悉，，这是深紫外线杀毒系这是深紫外线杀毒系

统在网约车行业的首次应统在网约车行业的首次应

用用，，高科技的高科技的““消杀消杀””设备设备

成了享道出行在郑州的成了享道出行在郑州的““撒撒

手锏手锏”。”。

而在杭州而在杭州，，享道出行使享道出行使

用 了 完 全 不 一 样 的用 了 完 全 不 一 样 的 ““ 打打

法法”。”。杭州互联网企业密杭州互联网企业密

集集，，22 月下旬月下旬，，这些企业开这些企业开

始陆续复工始陆续复工，，这让杭州成为这让杭州成为

全国最早出现复工潮的城市全国最早出现复工潮的城市

之一之一。。为了满足这些人群的为了满足这些人群的

通勤需求通勤需求，，尤其是加班后的尤其是加班后的

通勤需求通勤需求，，享道出行在当地享道出行在当地

发起发起““助力复工复产助力复工复产””专项专项

行动行动，，为阿里巴巴为阿里巴巴、、蚂蚁金蚂蚁金

服服、、网易等互联网公司提供网易等互联网公司提供

““加班礼包加班礼包”，”，引导引导、、鼓励驾鼓励驾

驶员在晚间到互联网产业园驶员在晚间到互联网产业园

区接单区接单，，这些地区的乘客在这些地区的乘客在

晚间用车时也可享受优惠晚间用车时也可享受优惠。。

““这些营销活动能够降这些营销活动能够降

低白领在疫情期间的出行成低白领在疫情期间的出行成

本本，，帮助我们增加用户的黏帮助我们增加用户的黏

度度。”。”享道出行市场部的刘享道出行市场部的刘

经理说经理说，，在上海在上海，，享道出行享道出行

也加强了与也加强了与We worWe workk、、兴业兴业

太古汇太古汇、、万达广场等各大白万达广场等各大白

领密集的办公楼和商圈的合领密集的办公楼和商圈的合

作作。。以这些地方为出发地或以这些地方为出发地或

目的地的订单目的地的订单，，都能获得折都能获得折

扣扣。“。“这些活动能够让那些这些活动能够让那些

在疫情期间沉寂的用户再度在疫情期间沉寂的用户再度

活跃起来活跃起来，，加快我们订单量加快我们订单量

回升的速度回升的速度。”。”

在上海在上海，，享道出行司机享道出行司机

100100%%的合规性也成为部分用的合规性也成为部分用

户选择享道的理由户选择享道的理由，，用户在用户在

上海地区打开上海地区打开AppApp，，就能看就能看

到到““上海本地合规司机上海本地合规司机//严严

格 防 疫 检 测格 防 疫 检 测//车 辆 消 毒 通车 辆 消 毒 通

风风””的宣传的宣传。。享道出行上海享道出行上海

城市团队负责人陆游说城市团队负责人陆游说，，

““之前疫情较为严重的时之前疫情较为严重的时

候候，，有乘客特意来信表扬了有乘客特意来信表扬了

我们司机贴心的服务和完善我们司机贴心的服务和完善

的的‘‘消杀消杀’’工作工作。”。”

出行是经济的晴雨表出行是经济的晴雨表。。

随着上海各大企业在随着上海各大企业在33月陆月陆

续复工续复工，，商场的客流也逐渐商场的客流也逐渐

恢复恢复。。享道出行联合新闻晨享道出行联合新闻晨

报报、、万达广场推出了万达广场推出了““爱的爱的

补给站补给站””公益活动公益活动。“。“我们我们

与商场合作与商场合作，，向民警向民警、、保保

安安、、保洁保洁、、快递快递、、外卖等城外卖等城

市一线工作人员赠送奶茶市一线工作人员赠送奶茶、、

果汁等饮品果汁等饮品，，以及面包以及面包、、饼饼

干等零食干等零食。”。”陆游说陆游说，，大家大家

在疫情期间深感一线工作人在疫情期间深感一线工作人

员的不易员的不易，，所以这一公益活所以这一公益活

动一经推出动一经推出，，就得到了不少就得到了不少

的曝光量的曝光量。。

除了继续打响品牌知名除了继续打响品牌知名

度度，，享道出行还享道出行还““苦练内苦练内

功功”，”，在提升用户体验方面在提升用户体验方面

做出不小的改进做出不小的改进。。

刘经理说刘经理说，，疫情发生疫情发生

后后，，享道出行优化了预约单享道出行优化了预约单

规则规则，，将用户能够提前预约将用户能够提前预约

车辆的时间从车辆的时间从3030分钟缩减至分钟缩减至

1515分钟分钟。。新版本推出后新版本推出后，，司司

机和乘客都表示体验有所改机和乘客都表示体验有所改

善善。“。“一个功能体验好不好一个功能体验好不好

看用户用不用就知道了看用户用不用就知道了。。预预

约单功能优化后约单功能优化后，，预约单在预约单在

我们整体单量中的占比提升我们整体单量中的占比提升

了了55%%。”。”

享道出行用户活跃度稳步回升

借力复工潮，迎来订单“小回潮”

本报记者 吴琼

““车内消毒时车内消毒时，，我打开我打开

车门缝闻了一下车门缝闻了一下，，消毒的消毒的

味道是香香的味道是香香的。”。”33月的一月的一

天天，，朗逸车主安静云去朗逸车主安静云去44SS

店给爱车做消毒服务店给爱车做消毒服务，“，“清清

洗完洗完，，重新启动车辆重新启动车辆，，师师

傅叫我打开内循环傅叫我打开内循环，，让车让车

里的零件也消消毒里的零件也消消毒。”。”

消毒结束后消毒结束后，，安静云安静云

接到一条短信接到一条短信，“，“尊敬的尊敬的

XXXXXX车主车主，，您的消费验证您的消费验证

码为码为XXXXXX，，此次维修保养此次维修保养

将使用免费车内消毒服务将使用免费车内消毒服务

和和00积分进行抵扣积分进行抵扣。”。”安静安静

云说云说：“：“这是我第一次体验这是我第一次体验

免费的服务免费的服务，，必须给点赞必须给点赞

好评好评。”。”

上汽大众的这个上汽大众的这个““保保

驾服务驾服务”，”，是由上汽保险搭是由上汽保险搭

桥桥，，上汽大众上汽大众、、保险公司保险公司

（（平安保险平安保险、、太平洋保险太平洋保险））

共同推出的免费服务共同推出的免费服务。。按按

照原计划照原计划，“，“保驾服务保驾服务””于于

33 月月 3131 日截止日截止，，但但 《《上海上海

汽车报汽车报》》 最新获悉最新获悉，，该服该服

务现已延期到务现已延期到44月底月底。。

上汽保险表示上汽保险表示，“，“车主车主

们可以享受两个免费服们可以享受两个免费服

务务。。这次保驾活动发了两这次保驾活动发了两

种免费券种免费券。。一张是上汽大一张是上汽大

众发给车主的免费车内消众发给车主的免费车内消

毒服务券及享受毒服务券及享受66..88折优惠折优惠

更 换更 换 PMPM22..55 空 调 滤 芯 的空 调 滤 芯 的

券券；；另一张是保险公司发另一张是保险公司发

的免费更换的免费更换 PMPM22..55 空调滤空调滤

芯的券芯的券。”。”其中其中，，免费车内免费车内

消毒服务由上汽大众埋消毒服务由上汽大众埋

单单，“，“上汽大众大众一家上汽大众大众一家””

微信会员车主专享微信会员车主专享，，全国全国

900900 多家已复工的上汽大多家已复工的上汽大

众经销商都可提供这一服众经销商都可提供这一服

务务；；免费更换免费更换 PMPM22..55 空调空调

滤芯由保险公司埋单滤芯由保险公司埋单，，平平

安保险或太平洋保险安保险或太平洋保险 APPAPP

用户专享用户专享。。按市场行价按市场行价，，

车内消毒服务每次需车内消毒服务每次需 100100

多元多元；；更换更换 PMPM22..55 空调滤空调滤

芯每次需要芯每次需要 200200 多元多元，，工工

时费视不同品牌而定时费视不同品牌而定。。

当问到当问到““为什么会想为什么会想

到 推 出 免 费 保 驾 服 务到 推 出 免 费 保 驾 服 务 ””

时时，，上汽保险表示上汽保险表示，“，“这是这是

一次一拍即合的跨行业合一次一拍即合的跨行业合

作作。。最初是上汽大众希望最初是上汽大众希望

在疫情期间既能保障车主在疫情期间既能保障车主

出行健康出行健康，，又能给经销商又能给经销商

更多服务客户的机会更多服务客户的机会。。上上

汽保险基于与保险公司的汽保险基于与保险公司的

密切联系密切联系，，也了解到保险也了解到保险

公司对消毒等相关产品服公司对消毒等相关产品服

务同样很有兴趣务同样很有兴趣。。保险公保险公

司也希望在疫情期间和客司也希望在疫情期间和客

户更多互动户更多互动、、提高品牌信提高品牌信

任度任度。。于是于是，，由上汽保险由上汽保险

牵线搭桥牵线搭桥，，大家就共同推大家就共同推

出了这个保驾服务出了这个保驾服务。”。”

据了解据了解，，很多车主虽很多车主虽

然买了车险然买了车险，，但通常不会但通常不会

出险出险，，因此和保险公司几因此和保险公司几

乎是一次性买卖乎是一次性买卖。。第二年第二年

车主买车险时车主买车险时，，常会选择常会选择

价格更便宜的保险价格更便宜的保险，，而不而不

太会向原来的保险公司续太会向原来的保险公司续

保保。。疫情期间疫情期间，，免费更换免费更换

PMPM22..55 空调滤芯空调滤芯，，让车主让车主

们加深了对保险公司的印们加深了对保险公司的印

象象，，提升了保险公司的客提升了保险公司的客

户黏度户黏度。。

本报记者 邹勇

随着全国疫情逐步得到随着全国疫情逐步得到

控制控制，，车享家各地门店陆续车享家各地门店陆续

复工复工。。针对疫情引起的广大针对疫情引起的广大

车主对于车内空气安全的重车主对于车内空气安全的重

视视，，车享家通过线上车享家通过线上、、线下线下

联动联动，，为车主推出了深度抗为车主推出了深度抗

菌消毒套餐菌消毒套餐，，并于第一时间并于第一时间

引进了上汽集团自主研发的引进了上汽集团自主研发的

车载空调深紫外线病毒灭活车载空调深紫外线病毒灭活

产品产品，，有效促进了有效促进了 AppApp 用户用户

的转化率的转化率，，提升了门店营业提升了门店营业

额额。。

近日近日，，在门店原有深度在门店原有深度

抗菌消毒套餐的基础上抗菌消毒套餐的基础上，，车车

享家的抗菌消毒服务再度升享家的抗菌消毒服务再度升

级级，，为车主带来为车主带来““车内喷雾车内喷雾

杀菌杀菌””这一内外兼顾的快速这一内外兼顾的快速

便捷消毒服务便捷消毒服务，，满足车辆日满足车辆日

常消毒需求常消毒需求。。

据 车 享 家 门 店 技 师 介据 车 享 家 门 店 技 师 介

绍绍，“，“车内喷雾杀菌车内喷雾杀菌””通过消通过消

毒专用的雾化喷枪将稀释后毒专用的雾化喷枪将稀释后

的消毒剂均匀且持续地对车的消毒剂均匀且持续地对车

内进行喷洒消毒内进行喷洒消毒，，并在喷洒并在喷洒

后密封静置后密封静置，，能够更全面能够更全面、、

彻底地为座舱杀菌消毒彻底地为座舱杀菌消毒。。对对

于车主来说于车主来说，，这项服务在这项服务在 1010

分钟内就能搞定分钟内就能搞定，，既能达到既能达到

深度消毒的效果深度消毒的效果，，又能节省又能节省

时间时间。。

车享家业务相关负责人车享家业务相关负责人

表示表示：“：“深度抗菌消毒套餐推深度抗菌消毒套餐推

出以来出以来，，通过车享家通过车享家 AppApp 转转

化而来的订单量逐渐增加化而来的订单量逐渐增加，，

用户在线上就可以预约线下用户在线上就可以预约线下

门店的服务门店的服务，，省时又省心省时又省心。”。”

截至目前截至目前，，车享家线下门店车享家线下门店

的消毒服务营业额达到的消毒服务营业额达到260260万万

元元，，车享家车享家 AppApp 的用户转化的用户转化

率得以有效提升率得以有效提升。。

为了从源头阻隔为了从源头阻隔、、杀灭杀灭

空气中的细菌和病菌空气中的细菌和病菌，，车享车享

家最新推出了上汽集团自主家最新推出了上汽集团自主

研发的车载空调深紫外线研发的车载空调深紫外线

（（DUVDUV））高效病毒灭活器高效病毒灭活器，，已已

率先在上海市率先在上海市1616家门店进行家门店进行

试点试点，，并将陆续推广到全国并将陆续推广到全国

的车享家门店的车享家门店。。

据悉据悉，，内置式深紫外线内置式深紫外线

高效病毒灭活器安装于空调高效病毒灭活器安装于空调

箱前端进风口箱前端进风口，，结构布置类结构布置类

似暗箱似暗箱，，其发出的光线无法其发出的光线无法

通过内饰件穿透至乘客舱通过内饰件穿透至乘客舱，，

所以对驾乘人员来说没有影所以对驾乘人员来说没有影

响响。。

另外另外，，车享家可根据用车享家可根据用

户的不同车型来选定户的不同车型来选定DUVDUV灯灯

珠的安装位置珠的安装位置，，高效病毒灭高效病毒灭

活器照射活器照射4545秒即可完全杀死秒即可完全杀死

病毒病毒。。该产品的使用寿命超该产品的使用寿命超

过过 30003000 小时小时，，能够持久净化能够持久净化

车内空气车内空气。。

车载空调深紫外线高效车载空调深紫外线高效

病毒灭活器上线销售后病毒灭活器上线销售后，，车车

享家江杨南路店享家江杨南路店、、吴中路店吴中路店

迎来首批用户迎来首批用户，，这些用户在这些用户在

车享家门店安装深紫外线高车享家门店安装深紫外线高

效病毒灭活器后效病毒灭活器后，，还可获得还可获得

门店免费赠送的负离子臭氧门店免费赠送的负离子臭氧

消毒服务消毒服务。。

““事实上事实上，，不少用户到店不少用户到店

还会选择车享家提供的保还会选择车享家提供的保

养养、、换胎等其他服务换胎等其他服务。”。”车享车享

家业务相关负责人说家业务相关负责人说：“：“抗菌抗菌

消毒产品线的不断完善增加消毒产品线的不断完善增加

了用户黏性和活跃度了用户黏性和活跃度，，也有也有

效拉动了用户在门店的消效拉动了用户在门店的消

费费。”。”

本报通讯员 孙幼峰

近日近日，，上汽大众党委上汽大众党委

在上汽大众全体党员和广在上汽大众全体党员和广

大员工中开展大员工中开展““克难奋克难奋

进进··共度时艰共度时艰””形势教形势教

育育，，以坚定的信心直面挑以坚定的信心直面挑

战战、、以昂扬的斗志克难奋以昂扬的斗志克难奋

进进、、以凝聚的力量共度时以凝聚的力量共度时

艰艰，，为努力完成企业全年为努力完成企业全年

经济工作任务和推进企业经济工作任务和推进企业

变革提供思想保证变革提供思想保证。。

形势教育从形势教育从 20202020 年年 33

月持续到月持续到 77 月月，，主要内容主要内容

包括包括：：通过召开专题组织通过召开专题组织

生活会生活会、“、“书记讲党课书记讲党课”，”，

讲清企业当前形势讲清企业当前形势、、讲明讲明

变革调整方向变革调整方向、、讲透部门讲透部门

工作目标工作目标，，发动党员带头发动党员带头

统一思想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坚定信心，，理理

解并支持企业变革发展的解并支持企业变革发展的

各项措施各项措施；；以干部为主以干部为主

体体，“，“走基层走基层、、访一线访一线”，”，

确保企业重点工作确保企业重点工作、、重要重要

举措的信息层层传递举措的信息层层传递，，引引

导广大员工统一认识导广大员工统一认识、、提提

振士气振士气，，做好员工思想凝做好员工思想凝

聚和沟通工作聚和沟通工作；；开展开展““同同

舟共济舟共济””党员先锋行动党员先锋行动，，

围绕企业重点项目推进围绕企业重点项目推进、、

围绕部门难点工作实施围绕部门难点工作实施、、

围绕员工群众思想关注的围绕员工群众思想关注的

焦点焦点，，发挥党员带动全员发挥党员带动全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的先锋模范作用，，营造同营造同

舟共济舟共济、、共度时艰的企业共度时艰的企业

氛围氛围；；加强加强““危中抓机危中抓机””

的正面宣传引导的正面宣传引导，，坚定员坚定员

工和企业共同发展的信工和企业共同发展的信

心心；；关注基层一线关注基层一线、、关注关注

普通员工普通员工，，围绕各项重点围绕各项重点

工作讲好工作讲好““奋斗故事奋斗故事”，”，树树

立身边典型立身边典型、、发挥榜样力发挥榜样力

量量、、营造团结氛围营造团结氛围、、昂扬昂扬

奋斗精神奋斗精神。。

上汽保险等三方共推“免费保驾”服务延期
至4月底

以健康理念把用户找回来
车享家完善深度抗菌消毒产品线

“狙击”每个城市的
出行“痛点”

危中寻机，
内外功兼修

上汽大众党委启动“克难奋
进·共度时艰”形势教育

车主：必须给点赞好评

线上线下联动，
提升用户转化率

丰富产品线，
增加用户黏性

车载空调深紫外线高效病毒灭活器安装车载空调深紫外线高效病毒灭活器安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