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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汽销售以客户为本，从细节入手

做好抗疫一线医务人员购车服务
在承接了在承接了““上汽集团致上汽集团致

敬上海抗疫一线医务人员优敬上海抗疫一线医务人员优

惠购车服务惠购车服务””任务后任务后，，上汽上汽

销售迅速予以落实销售迅速予以落实。。44 月月 1919

日日，，上汽销售领导班子上汽销售领导班子、、总总

部各部门总监兵分几路部各部门总监兵分几路，，亲亲

赴一线服务网点进行赴一线服务网点进行““突击突击

考试考试”，”，同时宣布正式启动此同时宣布正式启动此

次服务活动次服务活动，，并反馈在检查并反馈在检查

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上汽销售总经理傅利国上汽销售总经理傅利国

再次强调客户服务的重要再次强调客户服务的重要

性性，，要求员工学习一线抗疫要求员工学习一线抗疫

人员的英雄精神人员的英雄精神，，举全司之举全司之

力力，，以客户为本以客户为本，，从细节入从细节入

手手，，提升自身服务水平提升自身服务水平。。

在上汽销售一线服务网在上汽销售一线服务网

点的现场可以看到点的现场可以看到，，大厅内大厅内

相关活动的物料已经布置完相关活动的物料已经布置完

毕毕，，醒目的标示到处可见醒目的标示到处可见，，

静待客户的到来静待客户的到来。。同时同时，，上上

汽销售还贴心地为医务人员汽销售还贴心地为医务人员

准备了到店礼物准备了到店礼物。。

为更好地服务客户为更好地服务客户，，上上

汽销售在销售顾问汽销售在销售顾问、、售后服售后服

务务、、服务关爱等岗位中挑选服务关爱等岗位中挑选

了优质王牌顾问了优质王牌顾问，，成立了多成立了多

支支““服务突击队服务突击队”。”。这其中不这其中不

乏有上汽工匠乏有上汽工匠、、44SS店销售冠店销售冠

军及历年技术比武的金牌选军及历年技术比武的金牌选

手手，，这些优秀员工通过专项这些优秀员工通过专项

集中培训集中培训，，能全面掌握此次能全面掌握此次

活动的信息活动的信息，，用贴心用贴心、、专业专业

的服务提升的服务提升““最美逆行者最美逆行者””

的体验的体验。。每位成员都拥有属每位成员都拥有属

于自己独一无二的铭牌于自己独一无二的铭牌，，让让

客户一进门就能找到客户一进门就能找到。。

上汽销售各服务网点和上汽销售各服务网点和

““服务突击队服务突击队””成员表示成员表示，，将将

按照既定的标准按照既定的标准，，逐一对逐一对

照照、、积极行动积极行动，，复盘服务复盘服务、、

查找问题查找问题，，在接下来的接待在接下来的接待

中中，，不断改进不足之处不断改进不足之处，，力力

争使服务规范化争使服务规范化、、精细化精细化、、

温情化温情化。。

本次优惠购车活动除了本次优惠购车活动除了

提供力度空前的车价优惠提供力度空前的车价优惠

外外，，为方便医务人员购车为方便医务人员购车，，

上汽销售还开发了一键式线上汽销售还开发了一键式线

上预约购车服务平台上预约购车服务平台，，旨在旨在

为医护人员带来便捷为医护人员带来便捷、、优质优质

的购车体验的购车体验。。同时同时，，上汽销上汽销

售将线下服务网点覆盖至上售将线下服务网点覆盖至上

海市区浦东海市区浦东、、浦西各大医疗浦西各大医疗

机构机构，，方便医护人员就近看方便医护人员就近看

车车、、咨询咨询、、试驾试驾、、购车购车。。

针对本次活动针对本次活动，，上汽销上汽销

售还整合旗下品牌售还整合旗下品牌，，制订了制订了

活动专享政策活动专享政策，，提供包括上提供包括上

牌牌、、保险保险、、金融金融、、二手车及二手车及

售后一条龙服务售后一条龙服务，，解决客户解决客户

购车时可能碰到的各种不便购车时可能碰到的各种不便。。

上汽销售还特别设置了上汽销售还特别设置了

安吉汽车逆行者版金卡会员安吉汽车逆行者版金卡会员

（（逆行者尊享版逆行者尊享版），），所有在活所有在活

动期间购车的客户将自动成动期间购车的客户将自动成

为安吉汽车逆行者版金卡会为安吉汽车逆行者版金卡会

员员，，享受高于普通金卡会员享受高于普通金卡会员

的相应权益的相应权益，，不仅能享受不仅能享受

““安汽车安汽车””最专业优质的汽车最专业优质的汽车

类服务类服务，，更能优先体验更能优先体验““吉吉

生活生活””覆盖咖啡覆盖咖啡、、生鲜等高生鲜等高

品质生活类服务品质生活类服务。。 （肖文）

44 月月 1515 日日，，由重庆物流由重庆物流

工程牵头工程牵头，，安吉智行和中新安吉智行和中新

公司合作承运公司合作承运，，从柳州五菱从柳州五菱

工业发往重庆卓通的汽车零工业发往重庆卓通的汽车零

部件部件，，历经历经 3636 小时铁路运小时铁路运

输输，，顺利到达中新重庆果园顺利到达中新重庆果园

港站点港站点。。伴随着伴随着4040尺高柜集尺高柜集

装箱缓缓落入拖挂车限位装箱缓缓落入拖挂车限位，，

并在当日完成配送并在当日完成配送，，上汽通上汽通

用五菱公铁联运用五菱公铁联运 （（渝桂线渝桂线

路路））成功破局成功破局。。

中新互联互通南向通道中新互联互通南向通道

是以共建是以共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为统为统

领领，，覆盖公路覆盖公路、、铁路铁路、、海运海运

等多种运输方式等多种运输方式，，从重庆出从重庆出

发发，，经广西等沿海经广西等沿海、、沿边口沿边口

岸岸，，连通新加坡及东盟各国连通新加坡及东盟各国

的国际物流大通道的国际物流大通道，，是中新是中新

（（重庆重庆））互联互通国际物流通互联互通国际物流通

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重庆重庆、、柳州作为其中的柳州作为其中的

重要站点重要站点，，为两地的物流运为两地的物流运

输业务提供得天独厚的条输业务提供得天独厚的条

件件，，也为上汽通用五菱供应也为上汽通用五菱供应

链整合提供了方向链整合提供了方向。。

早在两年前早在两年前，，上汽通用上汽通用

五菱柳州总部生产控制及物五菱柳州总部生产控制及物

流总监汪洲就提出四基地推流总监汪洲就提出四基地推

行多式联运行多式联运，，形成零部件运形成零部件运

输规模化输规模化，，降低运输成本降低运输成本。。

重庆采购及供应链总监程翔重庆采购及供应链总监程翔

提出提出““渝桂公铁联运线路可渝桂公铁联运线路可

行性行性””方案方案，，搭建双边对向搭建双边对向

物流物流，，提高运输效率提高运输效率。。

目前目前，，上汽通用五菱渝上汽通用五菱渝

桂零部件物流业务以公路运桂零部件物流业务以公路运

输为主输为主，，物流网络复杂物流网络复杂、、在在

途监控薄弱途监控薄弱、、成本居高不成本居高不

下下。。大规模推进公铁联运大规模推进公铁联运

后后，，将形成将形成““门到门门到门””一站一站

式服务式服务，，预计可节约物流成预计可节约物流成

本本 2020%%左右左右，，可有效降低供可有效降低供

应商的物流成本应商的物流成本。。

与 传 统 的 铁 路 运 输 相与 传 统 的 铁 路 运 输 相

比比，，新西南通道开通后新西南通道开通后，，业业

务手续简单务手续简单、、灵活性高灵活性高、、周周

期短期短，，并通过并通过““专线专人专线专人””

跟踪跟踪、、铁路到站信息系统实铁路到站信息系统实

施监控施监控，，渝桂线路铁路周期渝桂线路铁路周期

将由原本的将由原本的 55 天缩短至最快天缩短至最快

3636小时小时，，将大大降低在途库将大大降低在途库

存存，，减轻资金压力减轻资金压力。。

在新冠疫情防控的关键在新冠疫情防控的关键

时期时期，，物流运输成本也不断物流运输成本也不断

走高走高。。渝桂公铁联运的首次渝桂公铁联运的首次

运行成功运行成功，，为公司供应链整为公司供应链整

合优化合优化、、多式联运锦上添多式联运锦上添

花花，，继续向低成本继续向低成本、、高效率高效率

的供应链进军的供应链进军。。未来未来，，期待期待

有越来越多渝桂线路供应商有越来越多渝桂线路供应商

伙伴加入伙伴加入。。 （菱文）

本报通讯员 张宁

近期近期，，上海市教委公布上海市教委公布

上海地区开学时间上海地区开学时间：：高三高三、、

初三将于初三将于44月月2727日开学日开学，，各各

级各类学校在级各类学校在55月月66日前做日前做

好其他年级分批返校开学的好其他年级分批返校开学的

准备准备。。

为此为此，，享道出行推出全享道出行推出全

新 服 务 产 品新 服 务 产 品 ““ 享 学 小 专享 学 小 专

车车”，”，面向学生提供一对一面向学生提供一对一

专属多日接送服务专属多日接送服务。。该服务该服务

将于将于44月月2727日在上海正式上日在上海正式上

线线，，即日起登录享道出行即日起登录享道出行

APPAPP，，在首页点击在首页点击““享学小享学小

专车专车””图标即可预约图标即可预约。。首批首批

预约预约44月月2727日日--55月月3131日期日期

间成行的优先体验用户间成行的优先体验用户，，可可

享受首次行程免费的优惠享受首次行程免费的优惠。。

学生上下学的接送问题学生上下学的接送问题

一直困扰着家长一直困扰着家长：：工作忙工作忙

碌碌，，按时接送孩子困难按时接送孩子困难；；学学

生独自乘坐生独自乘坐，，又担心接触人又担心接触人

员繁杂……员繁杂……

““享学小专车享学小专车””系享道系享道

出行聚焦学生的安全出行场出行聚焦学生的安全出行场

景景，，量身定制的多日接送服量身定制的多日接送服

务产品务产品。“。“享学小专车享学小专车””服服

务车队由精选的专属专车组务车队由精选的专属专车组

成成，，所有司机均为上海本地所有司机均为上海本地

合规司机合规司机，，并且拥有并且拥有55年以年以

上驾龄上驾龄，，运营享道专车运营享道专车““00

投诉投诉”，”，经过经过1919项严格服务项严格服务

标准审查标准审查，，还要接受一对一还要接受一对一

面试选拔面试选拔。“。“享学小专车享学小专车””

车内除了预装享道智能识别车内除了预装享道智能识别

系统设备系统设备，，还配备了儿童专还配备了儿童专

属安全带属安全带，，更专业负责地保更专业负责地保

障乘车安全障乘车安全；；行程中行程中，，司机司机

将被要求全程静音将被要求全程静音、、禁烟禁烟、、

专心驾驶专心驾驶，，营造舒适营造舒适、、安全安全

的乘车环境的乘车环境。。

本报通讯员 张宁

““早上坐享道专车早上坐享道专车，，真真

是惊喜不断是惊喜不断！！不仅享受了不仅享受了55

折优惠折优惠，，车上居然还提供免车上居然还提供免

费早餐费早餐！！这种好事每天都有这种好事每天都有

就好了就好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妈妈再也不用担心

我不吃早饭了我不吃早饭了！”！”上班族王上班族王

先生开心地告诉记者先生开心地告诉记者。。

据了解据了解，，为助力宁波企为助力宁波企

业复工复产业复工复产，，让白领一族从让白领一族从

早上就有好心情早上就有好心情，，享道出行享道出行

于近日推出于近日推出““享元气早餐享元气早餐，，

为返工加油为返工加油””暖心活动暖心活动。。同同

时时，，享道出行在本周享道出行在本周 （（44月月

2020日日--44月月2626日日）） 还推出了还推出了

55折打车福利折打车福利，，让宁波市民让宁波市民

享受到安全享受到安全、、健康健康、、高品高品

质质、、高性价比的出行服务高性价比的出行服务。。

随着疫情日渐稳定随着疫情日渐稳定，，人人

们的出行需求也日益高涨们的出行需求也日益高涨。。

享道出行宁波负责人表示享道出行宁波负责人表示：：

““为帮助复工复产的白领一为帮助复工复产的白领一

族便捷出行族便捷出行，，享道出行在宁享道出行在宁

波加大了运力投入波加大了运力投入，，上线了上线了

一批全新的朗逸电动版以及一批全新的朗逸电动版以及

别克别克 VELITEVELITE 66。。同时同时，，了了

解到不少上班族因工作节奏解到不少上班族因工作节奏

快快，，每天忙碌无暇吃早餐每天忙碌无暇吃早餐，，

我们特意在专车上准备了早我们特意在专车上准备了早

餐餐。”。”44月月2020日日--44月月2424日期日期

间间，，享道出行每天在早高峰享道出行每天在早高峰

时段时段 （（77∶∶0000--99∶∶0000）） 送出送出

500500 份份““返工加油早餐返工加油早餐”，”，

既方便快捷既方便快捷，，又营养均衡又营养均衡。。

享道出行自享道出行自 20192019 年年 1212

月月 2727 日登陆宁波以来日登陆宁波以来，，始始

终保证全合规运营终保证全合规运营，，将出行将出行

安全放在首位安全放在首位。。享道出行的享道出行的

所有驾驶员均需进行全合规所有驾驶员均需进行全合规

深度背景调查和身份资料存深度背景调查和身份资料存

档档，，所有上线运营的车辆均所有上线运营的车辆均

为合规网约车并预装享道智为合规网约车并预装享道智

能识别系统能识别系统 （（DVRDVR），），驾驶驾驶

员需通过智能识别和手机双员需通过智能识别和手机双

重重 GPSGPS 验 证 才 能 匹 配 上验 证 才 能 匹 配 上

岗岗，，确保人车一致确保人车一致，，配合一配合一

键键 SOSSOS 报警装置报警装置，，为司乘为司乘

安全带来多一重的保障安全带来多一重的保障。。

疫情期间疫情期间，，享道出行也享道出行也

严格执行高标准防疫措施严格执行高标准防疫措施：：

除了所有上线驾驶员必须戴除了所有上线驾驶员必须戴

口罩口罩、、手套手套，，并每日定期向并每日定期向

平台报备身体状况平台报备身体状况，，享道出享道出

行还会通过车载行还会通过车载 DVRDVR 监测监测

司乘双方是否佩戴口罩司乘双方是否佩戴口罩；；出出

车前对车辆进行消毒车前对车辆进行消毒，“，“一一

客一消毒客一消毒”“”“一客一通风一客一通风”，”，

收车后前往享道出行防疫服收车后前往享道出行防疫服

务中心进行整车全面消毒务中心进行整车全面消毒。。

借“一带一路”东风

上汽通用五菱公铁联运成功破局

享道出行上线“享学小专车”
提供一对一专属多日接送服务

有免费早餐，还有五折优惠

享道出行双重福利助力暖心出行

“服务突击队”
严阵以待 提供“线上+线下”

更优质服务

化危为机化危为机 发力发力““线上新经济线上新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