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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琼

日前日前，，上汽集团公布上汽集团公布

了了 20192019 年业绩年业绩，，营业总营业总

收入达收入达 84338433 亿元亿元，，扣非扣非

后归母净利润达后归母净利润达 216216 亿亿

元元。。面对中国汽车业面对中国汽车业““寒寒

冬冬”，”，上汽集团牢牢抓住上汽集团牢牢抓住

了新能源汽车和海外市场了新能源汽车和海外市场

的结构性增长机遇的结构性增长机遇。。

20192019 年年，，上汽新能上汽新能

源汽车总销量达源汽车总销量达 1818..55 万万

辆辆，，同比增长同比增长3030%%，，创下创下

历史新高历史新高。。

上汽集团新能源汽车上汽集团新能源汽车

业务已经进入合资业务已经进入合资、、自主自主

齐发力的阶段齐发力的阶段。。其中其中，，明明

星车型荣威星车型荣威EiEi55销量同比销量同比

增长超过增长超过 4040%%；；纯电动纯电动

SUVSUV 名爵名爵 EZSEZS 在在 20192019 年年

下半年登陆英国下半年登陆英国、、荷兰和荷兰和

挪威市场挪威市场，，短短几个月短短几个月，，

出口量超过出口量超过11万辆万辆；；上汽上汽

大众帕萨特大众帕萨特PHEVPHEV、、途观途观

L PL PHEVHEV已跃升至插电式已跃升至插电式

混动市场销量前列混动市场销量前列；；上汽上汽

通用五菱宝骏微型电动车通用五菱宝骏微型电动车

去年全年销售去年全年销售66万辆万辆。。

同时同时，，上汽不断加快上汽不断加快

提升提升““三电三电””系统的自主系统的自主

核心能力核心能力，，第二代第二代 EDUEDU

电驱变速箱已成功批产上电驱变速箱已成功批产上

市市 ，， 第 二 代第 二 代 EDUEDU PlusPlus、、

电轴电轴、、HairPinHairPin 电机电机、、专专

属电动车架构属电动车架构、、全新一代全新一代

电子电器架构等产品的落电子电器架构等产品的落

地也在有序推进中地也在有序推进中。。

国际化方面国际化方面，，20192019

年年，，上汽海外市场销量为上汽海外市场销量为

3535 万 辆万 辆 ，， 逆 势 增 长逆 势 增 长

2626..55%% 。。 其 中其 中 ，， MGMG、、

MAXUSMAXUS等自主品牌的海等自主品牌的海

外销量达到外销量达到1818..66万辆万辆，，同同

比增长比增长 8282..33%%，，占海外销占海外销

量的比例超过量的比例超过5050%%。。

中 汽 协 数 据 显 示中 汽 协 数 据 显 示 ，，

20192019 年中国汽车海外市年中国汽车海外市

场销量为场销量为 102102..44 万辆万辆。。按按

此计算此计算，，每三辆在海外市每三辆在海外市

场销售的中国汽车中场销售的中国汽车中，，就就

有一辆是有一辆是““上汽造上汽造”。”。

20152015 年 至年 至 20192019 年年 ，，

上汽集团海外市场复合增上汽集团海外市场复合增

速达到速达到4242%%，，连续四年位连续四年位

居中国海外市场销量第一居中国海外市场销量第一

名名。。

在海外体系能力构建在海外体系能力构建

方面方面，，上汽安吉物流在海上汽安吉物流在海

外建成了外建成了 44 家物流分公家物流分公

司司，，开辟了开辟了33条汽车滚装条汽车滚装

远洋航线远洋航线；；五菱印尼多元五菱印尼多元

金融公司正式运营金融公司正式运营；；上汽上汽

首个海外车联网标准软硬首个海外车联网标准软硬

件平台件平台 SAICSAIC 11..00 在在泰国泰国

项目上应用项目上应用。。

目前目前，，上汽集团的整上汽集团的整

车产品已进入车产品已进入55大洲大洲、、6060

余个国家余个国家，，形成了泰国形成了泰国、、

英国英国、、印尼印尼、、智利智利、、澳澳

新新、、中东中东、、印度印度77个个““万万

辆级辆级””区域市场区域市场。。

上汽发布2019年财报

新能源、海外销量领跑

本报记者 吴琼

日前日前，，华域汽车公布华域汽车公布

了了 20192019 年 财 报年 财 报 。。 20192019

年年，，华域汽车营业收入为华域汽车营业收入为

14401440..2424 亿元亿元，，归母净利归母净利

润润 6464..6363 亿元亿元，，扣非后归扣非后归

母净利润为母净利润为 5555..6565 亿元亿元，，

虽然较去年同期有所下虽然较去年同期有所下

降降，，但毛利率却微增至但毛利率却微增至

1414..4646%%。。

华域汽车是较早判断华域汽车是较早判断

车市车市““寒冬寒冬””的企业之一的企业之一。。

20192019 年年，，华域汽车华域汽车““有有

退有进退有进””地加速整合地加速整合，，将将

资源转至更有成长前景的资源转至更有成长前景的

细分市场上细分市场上：：华域汽车子华域汽车子

公司华域汽车公司华域汽车（（香港香港））完完

成了收购上海实业交通电成了收购上海实业交通电

器有限公司器有限公司3030%%股权股权，，使使

之成为全资子公司之成为全资子公司；；收购收购

了上海萨克斯动力总成了上海萨克斯动力总成

（（已更名为已更名为““华域动力部华域动力部

件件”）”） 5050%%股权股权，，使之成使之成

为全资子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此外此外，，华华

域汽车调整了全资子公司域汽车调整了全资子公司

上海幸福摩托车有限公上海幸福摩托车有限公

司司、、上海联谊汽车零部件上海联谊汽车零部件

有限公司的业务有限公司的业务，，使其平使其平

稳退出主营制造业务稳退出主营制造业务。。

近年来近年来，，华域汽车坚华域汽车坚

持把握国内汽车消费升级持把握国内汽车消费升级

及产品结构变化趋势及产品结构变化趋势，，积积

极抢占细分市场优质客极抢占细分市场优质客

户户。。20192019 年年，，华域汽车华域汽车

豪华品牌配套业务的总收豪华品牌配套业务的总收

入占比提升入占比提升，，并且进入了并且进入了

日系品牌供应链日系品牌供应链，，内饰内饰、、

车灯车灯、、座椅等业务已获得座椅等业务已获得

多家日系品牌车型的定多家日系品牌车型的定

点点。。

中金公司特别关注到中金公司特别关注到

华域汽车配套国产特斯拉华域汽车配套国产特斯拉

和大众和大众MEBMEB平台平台，“，“20192019

年年，，华域汽车成为上海特华域汽车成为上海特

斯拉配套价值量最大的零斯拉配套价值量最大的零

部件供应商部件供应商，，产品涉及座产品涉及座

椅椅、、保险杠保险杠、、内饰内饰、、电池电池

盒等盒等；；华域汽车也是大众华域汽车也是大众

MEBMEB 平 台 的 核 心 供 应平 台 的 核 心 供 应

商商，，配套产品包括电驱动配套产品包括电驱动

系统系统、、空调压缩机空调压缩机、、转向转向

系统系统、、电池托盘等电池托盘等。。我们我们

认为认为，，在电动化变革下在电动化变革下，，

华域汽车的市占率有望继华域汽车的市占率有望继

续提升续提升，，这也将带来估值这也将带来估值

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华域汽车发布2019年财报

把握趋势 稳健发展

44月月1515日上午日上午，，陈虹一行陈虹一行

来到上汽国际来到上汽国际。。上汽集团总裁上汽集团总裁

助理助理、、上汽国际总经理余德上汽国际总经理余德，，

上汽国际党委书记上汽国际党委书记、、副总经理副总经理

赵爱民陪同赵爱民陪同。。

今年一季度今年一季度，，上汽的海外上汽的海外

销量逆势增长销量逆势增长。。在听取在听取 20142014

年以来公司转型发展的总体情年以来公司转型发展的总体情

况和今年工作重点的汇报后况和今年工作重点的汇报后，，

陈虹指出陈虹指出，，上汽各海外公司要上汽各海外公司要

严格落实防疫措施严格落实防疫措施，，在特殊时在特殊时

期要期要““摒牢摒牢”，”，延续业务发展延续业务发展

良好势头良好势头，，实时追踪并掌握各实时追踪并掌握各

海外市场的经济复苏情况海外市场的经济复苏情况，，尽尽

最大可能最大可能““抓牢抓牢””未来市场反未来市场反

弹过程中的业务机会弹过程中的业务机会。。

陈虹要求陈虹要求，，上汽国际要能上汽国际要能

够顶住压力够顶住压力，，为疫情过后市场为疫情过后市场

恢复做好充分准备恢复做好充分准备，，实现更好实现更好

的增长的增长，，要让海外销量成为上要让海外销量成为上

汽成绩单上的亮点汽成绩单上的亮点。。同时同时，，要要

谋划好谋划好““十四五十四五””海外战略海外战略。。

余德表示余德表示，，面对挑战和机面对挑战和机

遇遇，，上汽国际将进一步从三方上汽国际将进一步从三方

面强化今后工作面强化今后工作，，一是抓机一是抓机

遇遇，，促进海外基盘市场的持续促进海外基盘市场的持续

增长增长；；二是抓突破二是抓突破，，促进新能促进新能

源产品抢占欧洲市场源产品抢占欧洲市场；；三是夯三是夯

基础基础，，提升海外持续发展能提升海外持续发展能

力力。。

陈虹调研零部件和国际经营相关企业

44月月1515日日--1616日日，，上汽集团党委书记上汽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陈虹先后来到华域汽车电子分公司董事长陈虹先后来到华域汽车电子分公司、、上海汽车国上海汽车国

际商贸有限公司际商贸有限公司、、华域视觉科技华域视觉科技（（上海上海））有限公司有限公司、、上海汽车变速器有限公司现场调研上海汽车变速器有限公司现场调研，，并通过视并通过视

频连线方式调研了博世华域武汉基地频连线方式调研了博世华域武汉基地，，深入了解各企业创新项目进展深入了解各企业创新项目进展，，关心员工复工复产情况关心员工复工复产情况。。

华域电子分公司 抢占智能驾驶技术发展主动权

44月月1515日上午日上午，，陈虹一行陈虹一行

来到华域汽车电子分公司来到华域汽车电子分公司，，现现

场察看了研发实验室区域场察看了研发实验室区域、、体体

验了客舱生命检测验了客舱生命检测、、驾驶员呼驾驶员呼

吸和心率监测等方面的创新产吸和心率监测等方面的创新产

品品。。随后随后，，陈虹一行还来到毫陈虹一行还来到毫

米波雷达自动化生产线旁米波雷达自动化生产线旁。。华华

域汽车总经理张海涛域汽车总经理张海涛、、华域汽华域汽

车副总经理马振刚车副总经理马振刚、、华域汽车华域汽车

电子分公司总经理王俊毅陪电子分公司总经理王俊毅陪

同同。。

在了解了企业发展情况在了解了企业发展情况

后后，，陈虹指出陈虹指出，，要尽快形成系要尽快形成系

统级能力统级能力，，并与芯片厂商并与芯片厂商、、主主

机厂紧密互动机厂紧密互动，，瞄准市场需瞄准市场需

求求，，聚焦核心业务聚焦核心业务，，掌握智能掌握智能

感知融合关键技术感知融合关键技术。。

目前目前，，电子分公司拥有员电子分公司拥有员

工工 120120 人人。。其中其中，，101101 人为研人为研

发人员发人员。。对此对此，，陈虹强调陈虹强调，，人人

才是企业发展的关键才是企业发展的关键，，公司要公司要

快速形成更为市场化的激励机快速形成更为市场化的激励机

制制，，不断优化人才队伍不断优化人才队伍，，引进引进

并留住高端技术人才并留住高端技术人才，，以一家以一家

创业公司的姿态和干劲积极参创业公司的姿态和干劲积极参

与市场化竞争与市场化竞争，，适应行业快速适应行业快速

发展的需求发展的需求。。

上汽国际 为海外经济复苏提前做好准备

44月月1616日上午日上午，，陈虹一行陈虹一行

赴华域视觉调研赴华域视觉调研，，在张海涛在张海涛、、

华域汽车副总经理许林华华域汽车副总经理许林华、、华华

域视觉总经理郭肇基域视觉总经理郭肇基、、党委书党委书

记丘缅岚等陪同下记丘缅岚等陪同下，，现场察看现场察看

了技术中心展示室和智能制造了技术中心展示室和智能制造

现场现场，，并听取了华域视觉智能并听取了华域视觉智能

制造专题报告制造专题报告。。

陈虹指出陈虹指出，，智能化要体现智能化要体现

出精益生产的本质出精益生产的本质，，即快速找即快速找

到问题的根源到问题的根源，，并推行持续不并推行持续不

断的改进断的改进。。

近年来近年来，，华域视觉依托上华域视觉依托上

汽汽““新四化新四化””战略方针战略方针，，结合结合

华域汽车精益管理的理念华域汽车精益管理的理念，，在在

智能制造的各方面取得了一定智能制造的各方面取得了一定

的成绩的成绩。。未来未来，，华域视觉将结华域视觉将结

合华域汽车总部标杆工厂路线合华域汽车总部标杆工厂路线

图图 ，， 通 过 在通 过 在 ““ 客 户 响 应 优客 户 响 应 优

化化”、“”、“智能排程优化智能排程优化””等方面等方面

的持续提升和改善的持续提升和改善，，挖掘数据挖掘数据

价值价值，，实现供应链数字赋能实现供应链数字赋能，，

确保公司数字运营能力和供应确保公司数字运营能力和供应

链效能的提升链效能的提升，，降低各环节的降低各环节的

平 均 库 存平 均 库 存 。。 力 争 在力 争 在 20212021 年年

前前，，实现华域汽车标杆工厂数实现华域汽车标杆工厂数

字化业务的全覆盖字化业务的全覆盖。。

44月月1616日上午日上午，，陈虹一行陈虹一行

在张海涛在张海涛、、许林华许林华、、博世华域博世华域

总经理邱琪等陪同下总经理邱琪等陪同下，，通过视通过视

频连线方式调研了博世华域频连线方式调研了博世华域

““黑灯工厂黑灯工厂””———武汉工厂—武汉工厂。。

博世华域武汉工厂厂长包隽在博世华域武汉工厂厂长包隽在

武汉现场连线介绍智能制造实武汉现场连线介绍智能制造实

施情况施情况。。通过推进智能制造通过推进智能制造，，

武汉工厂在制品库存由武汉工厂在制品库存由77万件万件

减少到减少到11万件万件，，交付时间由交付时间由9090

小时缩短到小时缩短到 1212 小时小时，，成品库成品库

存下降了存下降了2020%%。。尤其在疫情期尤其在疫情期

间间，，智能制造有效保障了生产智能制造有效保障了生产

工作的平稳高效工作的平稳高效。。今年今年，，武汉武汉

工厂的经验和做法还将被复制工厂的经验和做法还将被复制

到上海和烟台工厂到上海和烟台工厂。。

许林华就华域汽车智能制许林华就华域汽车智能制

造造““十四五十四五””规划目标规划目标、、推进推进

设想设想、、标杆建设等内容进行汇标杆建设等内容进行汇

报报。。陈虹强调陈虹强调，，要视精益生产要视精益生产

为智能制造的本质为智能制造的本质，，进一步挖进一步挖

掘大数据的应用场景掘大数据的应用场景，，从而真从而真

正实现企业智能化转型的价正实现企业智能化转型的价

值值。。

华域视觉 明年实现标杆工厂数字化业务全覆盖

博世华域 “智能制造”在疫情期间作贡献

44月月1616日下午日下午，，陈虹一行陈虹一行

赴上汽变速器调研赴上汽变速器调研。。在上汽乘在上汽乘

用车技术中心副主任仇杰用车技术中心副主任仇杰、、龚龚

伟国伟国，，上汽变速器总经理陶海上汽变速器总经理陶海

龙龙、、党委书记周屹等陪同下党委书记周屹等陪同下，，

陈虹现场察看了公司为强化项陈虹现场察看了公司为强化项

目管理而引入的产品作战室目管理而引入的产品作战室，，

并听取了有关工作汇报并听取了有关工作汇报。。

面对挑战面对挑战，，上汽变速器将上汽变速器将

与上汽技术中心加强合作与上汽技术中心加强合作，，实实

现技术降本现技术降本。。在产品开发上在产品开发上，，

将进一步以产业化为导向将进一步以产业化为导向，，从从

以往的产品维护向新技术产品以往的产品维护向新技术产品

研发聚焦研发聚焦，，掌握核心技术掌握核心技术，，提提

高开发成功率高开发成功率，，提升开发过程提升开发过程

质量质量；；同时提升工作效率同时提升工作效率，，缩缩

短开发周期短开发周期，，强化工程师成本强化工程师成本

意识意识，，实现成本目标设定实现成本目标设定。。

陈虹指出陈虹指出，，最根本的是要最根本的是要

从根子上解决问题从根子上解决问题，，工作要细工作要细

化化，，任务要层层分解任务要层层分解，，责任要责任要

落实到落实到人人，，保保质保量做好产质保量做好产

品品，，提高规模提高规模，，降低降低成成本本，，以成以成

本本、、质量质量、、响应速度响应速度开拓市场开拓市场。。

上汽变速器 以成本、质量、响应速度开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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