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吴琼

疫情期间疫情期间，，客户不愿意客户不愿意

去门店去门店，，经销商员工无法正经销商员工无法正

常复工常复工，，怎么才能帮助经销怎么才能帮助经销

商吸引客户商吸引客户？？这是上汽保险这是上汽保险

最关注并不断努力解决的问最关注并不断努力解决的问

题题。。

22月底月底，，上汽保险看到经上汽保险看到经

销商移动办公的需求后销商移动办公的需求后，，携携

子公司迅速组织技术人员研子公司迅速组织技术人员研

发发、、优化优化、、迭代迭代““一车通一车通

保保””APPAPP。“。“同事们花了两天同事们花了两天

时间就完成了集客小程序开时间就完成了集客小程序开

发发，，一周内就上线了一周内就上线了，，第二第二

周就开始进行推广周就开始进行推广。”。”技术部技术部

杨燕和同事们惊喜地发现杨燕和同事们惊喜地发现，，

““集客小程序第一周的访问客集客小程序第一周的访问客

户突破户突破 20002000 人人，，新客户占比新客户占比

约约8080%%，，转化率超过转化率超过4040%%，，成成

交 转 化 率交 转 化 率 （（续 保续 保）） 超 过超 过

1010%%。”。”

杨燕说的优化杨燕说的优化，，其实是其实是

上汽保险推出的上汽保险推出的““线上获客线上获客--

线上续保线上续保--应疫服务应疫服务””三合一三合一

整合在线解决方案整合在线解决方案，，短期内短期内

实现了战实现了战““疫疫””合力合力。。

““一车通保一车通保””系统是上汽系统是上汽

保险携子公司推出的基于车保险携子公司推出的基于车

险的服务平台险的服务平台，，是行业内首是行业内首

个打通整车厂个打通整车厂、、保险公司保险公司、、

经销商的一站式业务平台经销商的一站式业务平台。。

这一系统既能帮助经销商提这一系统既能帮助经销商提

升保险及关联的增值业务经升保险及关联的增值业务经

营的管理效率营的管理效率，，又能为车又能为车

主主、、保险公司及整车厂提供保险公司及整车厂提供

创新解决方案创新解决方案。。杨燕说杨燕说：“：“过过

去去，，我们的我们的‘‘一车通保一车通保’’系系

统更多服务于统更多服务于 PCPC 端的用户端的用户。。

如今向移动端倾斜后如今向移动端倾斜后，，移动移动

端用户大增端用户大增。”。”优化后的优化后的““一一

车通保车通保”，”，让经销商让经销商““走出走出””

了了PCPC端端，，大规模地走向了线大规模地走向了线

上上。。

““我们做了三套小程序的我们做了三套小程序的

模板模板。。经销商利用这个轻量经销商利用这个轻量

级的入口级的入口，，结合店里的特色结合店里的特色

续保活动续保活动，，提供不同的奖提供不同的奖

品品，，引导客户留资引导客户留资，，快速锁快速锁

定客户定客户。”。”杨燕介绍杨燕介绍，“，“这特这特

别适合于续保团购别适合于续保团购。。经销商经销商

推出了优惠续保等活动推出了优惠续保等活动，，在在

微信上转发续保招揽的海微信上转发续保招揽的海

报报，，有兴趣的用户就会扫有兴趣的用户就会扫

码码。。我们发现我们发现，，不仅老客户不仅老客户

扫码了扫码了，，更多新客户看到朋更多新客户看到朋

友圈转发后也加入了友圈转发后也加入了。”。”以前以前

不在基盘中的用户不在基盘中的用户，，就这样就这样

被吸引进来被吸引进来，，变成一个又一变成一个又一

个增量个增量。。

据 了 解据 了 解 ，“，“ 一 车 通 保一 车 通 保 ””

APPAPP 升级优化后升级优化后，，变得更智变得更智

能了能了。。记者发现记者发现，，在在““一车一车

通 保通 保 ”” APPAPP 头 部 有 三 块 提头 部 有 三 块 提

醒醒，，分别是今日提醒分别是今日提醒、、进店进店

提醒提醒、、今日战绩今日战绩。“。“今日提今日提

醒醒、、今日战绩是今日战绩是 APPAPP 上新增上新增

的功能的功能。”。”杨燕介绍杨燕介绍，“，“疫情疫情

期间期间，，进店人少进店人少。。今日任务今日任务

变得很重要变得很重要。。各地续保期内各地续保期内

的车辆会自动智能或实时提的车辆会自动智能或实时提

醒醒，，不需要续保人员自己去不需要续保人员自己去

搜索搜索。。今日战绩像一个智能今日战绩像一个智能

小助理小助理，，接收到任务提醒接收到任务提醒

后后，，在移动端即可开展任务在移动端即可开展任务

跟进工作跟进工作，，报价报价、、电呼电呼、、记记

录录、、出单出单，，经销商续保人员经销商续保人员

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个保单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个保单

的跟进情况的跟进情况、、成功与否成功与否。”。”

为了让经销商更快地上为了让经销商更快地上

手手，，上汽保险还推出了云学上汽保险还推出了云学

习服务习服务。。据了解据了解，，上汽保险上汽保险

制作了包括保险知识视频在制作了包括保险知识视频在

内的一系列培训手册内的一系列培训手册，，并提并提

供给经销商供给经销商。。此外此外，，上汽保上汽保

险通过线上平台输出了不少险通过线上平台输出了不少

课程课程。。在上汽保险学院在上汽保险学院，，记记

者看到了不少直播课程的视者看到了不少直播课程的视

频频。。

上汽保险及子公司的云上汽保险及子公司的云

行动行动，，快速缓解了不少经销快速缓解了不少经销

商的后顾之忧商的后顾之忧。。

湖北一家大型经销商集湖北一家大型经销商集

团通过在线续保解决方案成团通过在线续保解决方案成

功抢跑在线续保功抢跑在线续保。。经销商集经销商集

团负责人介绍团负责人介绍，“，“因为疫情原因为疫情原

因因，，22月份复工无望月份复工无望，，但订单但订单

机不可失机不可失。。车险业务是刚车险业务是刚

需需，，车险断缴存在重新验车险断缴存在重新验

车车、、保费上涨等风险保费上涨等风险。。相比相比

44SS 店其他服务店其他服务，，续保对车主续保对车主

来说更有即时利益来说更有即时利益，，紧迫性紧迫性

也更强也更强。。长期来看长期来看，，续保率续保率

提升对提升对44SS店利润贡献大店利润贡献大；；除除

手续费外手续费外，，续保数量上涨能续保数量上涨能

带来稳定的事故维修数量带来稳定的事故维修数量，，

提升售后产值提升售后产值。”。”于是于是，，这家这家

经销商集团启动了战时模经销商集团启动了战时模

式式，，发动旗下发动旗下3232家家44SS店组建店组建

““续保专打续保专打++全员续保全员续保””的特的特

战队战队，，联动店内销售联动店内销售、、售后售后

服务服务、、综合管理等各岗位员综合管理等各岗位员

工工，，进行客户续保开发进行客户续保开发，，保保

证疫情期间所有续保潜客的证疫情期间所有续保潜客的

100100%%覆盖覆盖。。

当时当时，，这家经销商集团这家经销商集团

新手众多新手众多，，全员上岗面临着全员上岗面临着

培训的压力培训的压力。。经过评估经过评估，，该该

经销商集团认为经销商集团认为，，如果使用如果使用

““一车通保一车通保””APPAPP完全能实现完全能实现

全员续保全员续保。。事实证明事实证明，，效果效果

超过预期超过预期。。该负责人表示该负责人表示，，

由于该由于该 APPAPP 的操作简单的操作简单、、友友

好好，，没有接触过续保业务的没有接触过续保业务的

““新人新人””也能快速上手了也能快速上手了。。

杨燕说杨燕说：“：“我们了解到这我们了解到这

家经销商的情况后家经销商的情况后，，业务专业务专

家及时针对单店的续保业务家及时针对单店的续保业务

现状做了在线诊断和分析现状做了在线诊断和分析，，

并给出从设计新车并给出从设计新车、、次新车次新车

续保的产品续保的产品，，到先行梳理在到先行梳理在

修不在保客户修不在保客户，，再到制订特再到制订特

殊客户招揽政策等改善建殊客户招揽政策等改善建

议议。”。”这家经销商集团欣喜地这家经销商集团欣喜地

接受了建议接受了建议。。如今如今，，这家经这家经

销商集团正满怀期待地迎接销商集团正满怀期待地迎接

续保续保““小阳春小阳春”。”。

化危为机化危为机 发力发力““线上新经济线上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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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邹勇 美编 须拯企业之窗05

数字工具助力经销商在线服务

上汽保险战“疫”行动

首席记者 阮希琼

““有了这套软件工具有了这套软件工具，，

我们的匹配工作方便我们的匹配工作方便、、快快

捷多了捷多了。”。”联合电子的工程联合电子的工程

师一边说师一边说，，一边向记者演一边向记者演

示公司的示公司的““智慧匹配智慧匹配””软软

件工具产品之一件工具产品之一———匹配—匹配

数据管理工具数据管理工具。。只见他在只见他在

电脑中输入了一个项目的电脑中输入了一个项目的

初始数据文件初始数据文件，，系统马上系统马上

根据后端的匹配数据库和根据后端的匹配数据库和

专家知识库进行了数据的专家知识库进行了数据的

预设和质量检查预设和质量检查。“。“以前以前，，

我们需要手动生成各个标我们需要手动生成各个标

定模块数据定模块数据，，现在通过匹现在通过匹

配数据预设和质量检查配数据预设和质量检查，，

能一键获取高成熟度的匹能一键获取高成熟度的匹

配数据和检查报告配数据和检查报告。”。”

这位工程师口中的匹这位工程师口中的匹

配数据管理工具配数据管理工具，，只是只是

““智慧匹配智慧匹配””系列软件工具系列软件工具

产品的一部分产品的一部分。。凭借着丰凭借着丰

富的匹配开发经验和完善富的匹配开发经验和完善

的数据积累的数据积累，，联合电子目联合电子目

前共开发了前共开发了 55 大软件服务大软件服务

产品产品，，分别是匹配数据管分别是匹配数据管

理工具理工具、、客户体验功能匹客户体验功能匹

配工具配工具、、自动测量自动测量//标定工标定工

具具、、匹配离线分析优化工匹配离线分析优化工

具具、、远程标定工具远程标定工具。。这些这些

工具的应用将提高近工具的应用将提高近 1515%%

的匹配效率的匹配效率，，并为整车厂并为整车厂

满足今年满足今年77月月11日起将全面日起将全面

实施实施““国六国六 aa””轻型车排轻型车排

放法规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放法规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据介绍据介绍，，工程师们可工程师们可

以通过客户体验功能匹配以通过客户体验功能匹配

工具工具，，自动进行测量标自动进行测量标

定定、、数据检查数据检查，，提升匹配提升匹配

数据质量数据质量；；通过自动测量通过自动测量//

标定工具标定工具，，实现匹配工作实现匹配工作

转毂试验的自动化转毂试验的自动化，，远程远程

即可获得试验的进程和结即可获得试验的进程和结

果果；；通过匹配离线分析优通过匹配离线分析优

化工具化工具，，自动进行测量文自动进行测量文

件分析和数据优化件分析和数据优化，，实现实现

一键式数据分析和报表输一键式数据分析和报表输

出出；；通过远程标定工具通过远程标定工具，，

使用云平台进行数据采使用云平台进行数据采

集集、、计算分析计算分析、、报表展报表展

示示，，在家即可轻松完成标在家即可轻松完成标

定工作定工作。。

在在““新四化新四化””的趋势的趋势

下下，，联合电子发力数字化联合电子发力数字化

业务和业务数字化业务和业务数字化，“，“智慧智慧

匹配匹配””就是业务数字化的就是业务数字化的

体现之一体现之一。。该项目从该项目从20162016

年年1111月开始探索月开始探索，，20182018年年

44 月正式成立攻关团队月正式成立攻关团队，，

聚焦产品开发聚焦产品开发，，20192019 年年 11

月发布第一版工具月发布第一版工具。。虽然虽然

这并不是特意为疫情后提这并不是特意为疫情后提

高复工效率而做的高复工效率而做的，，但没但没

想到在这次疫情中却发挥想到在这次疫情中却发挥

了特别的作用了特别的作用。。在不久的在不久的

将来将来，“，“智慧匹配智慧匹配””将有更将有更

多的功能应用到新项目的多的功能应用到新项目的

开发中开发中，，实现匹配工作的实现匹配工作的

自动化与智能化自动化与智能化。。

联合电子开发“智慧匹配”软件，提升
15%工作效率

向数字化转型要效率

近日近日，，宝骏新能源推宝骏新能源推

出出““安享体验季安享体验季””活动活动，，

在在2828个城市投放超过个城市投放超过60006000

辆体验车辆体验车，，堪称汽车行业堪称汽车行业

范围最广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体规模最大的体

验活动验活动。。

宝骏宝骏EE100100、、EE200200上市上市

以来以来，，凭借灵活小巧的车凭借灵活小巧的车

身优势身优势、、好开好停的使用好开好停的使用

体验体验、、经济省钱的用车成经济省钱的用车成

本圈粉无数本圈粉无数，，自自 20192019 年年 66

月在全国上市后月在全国上市后，，已经连已经连

续续 99 个月蝉联细分市场销个月蝉联细分市场销

量冠军量冠军。。

44 月月 11 日日--55 月月 3030 日日，，

宝骏新能源宝骏新能源““安享体验安享体验

季季””活动期间活动期间，，用户报名用户报名

后即可参与后即可参与 99..99 元抢价值元抢价值

10001000 元的元的 77 天安享出行体天安享出行体

验包验包，，以超值价格享受宝以超值价格享受宝

骏骏EE100100、、EE200200用车一周的用车一周的

福利福利。。 （语君）

花9.9元轻松出行一周

宝骏创新产品体验模式

数字科技助力战“疫”

经销商组建“特战队”

44 月月 2323 日日，，上汽荣威上汽荣威

RXRX55 MAXMAX智驾健康舱版智驾健康舱版

正式上市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为官方指导价为

1414..5858万元万元，，实际支付仅需实际支付仅需

1313..3838万元万元。。

当前当前，，在加快复工复在加快复工复

产的同时产的同时，，保障用户出行保障用户出行

健康已经成为社会焦点健康已经成为社会焦点。。

背靠上汽集团背靠上汽集团，，上汽在疫上汽在疫

情爆发的第一时间就集中情爆发的第一时间就集中

资源资源，，创新研发了全球首创新研发了全球首

款款UVCUVC深紫外线汽车杀毒深紫外线汽车杀毒

空调空调。。作为首款搭载该空作为首款搭载该空

调的量产车型调的量产车型，，荣威荣威 RXRX55

MAXMAX智驾健康舱版在智驾健康舱版在9090秒秒

内即可实现全车内即可实现全车 9999%%的灭的灭

菌率菌率，，为用户带来医疗级为用户带来医疗级

的杀毒效果的杀毒效果。。同时同时，，新车新车

还采用了医用级纳米抑菌还采用了医用级纳米抑菌

面料面料，，抑菌率高达抑菌率高达 9999%%，，

长时间使用也不会产生霉长时间使用也不会产生霉

菌和霉变菌和霉变，，就如同给汽车就如同给汽车

穿上了一件防污抗菌的穿上了一件防污抗菌的““外外

衣衣”，”，有效减少车内异味有效减少车内异味。。

上汽荣威上汽荣威RXRX55 MAXMAX

智驾健康舱版在智驾健康舱版在44GG互联豪互联豪

华版的基础上新增全球首华版的基础上新增全球首

款款UVCUVC深紫外线汽车杀毒深紫外线汽车杀毒

空调空调，，并配备包含并配备包含ACCACC自自

适应巡航适应巡航、、TJATJA 交通拥堵交通拥堵

辅 助辅 助 、、 AEBAEB 自 动 紧 急 刹自 动 紧 急 刹

车车、、LDWLDW 车道偏离预警车道偏离预警、、

LKALKA 车道居中保持等功能车道居中保持等功能

在 内 的 智 能 驾 驶 辅 助 系在 内 的 智 能 驾 驶 辅 助 系

统统，，将为用户提供全方位将为用户提供全方位

的健康安全防护的健康安全防护。。

为最大程度减轻消费为最大程度减轻消费

者 在 疫 情 期 间 的 购 车 负者 在 疫 情 期 间 的 购 车 负

担担，，即日起购买上汽荣威即日起购买上汽荣威

RXRX55 MAXMAX智驾健康舱版智驾健康舱版

还可享受多重硬核金融好还可享受多重硬核金融好

礼礼：：1200012000元限时优惠硬核元限时优惠硬核

现金礼现金礼；；11成首付成首付、、2424期期00

利率利率、、6060 期自由贷硬核金期自由贷硬核金

融礼融礼；；至高至高 60006000 元增换购元增换购

补贴硬核换新礼补贴硬核换新礼；；智联网智联网

车型车型1010年免费基础流量年免费基础流量、、11

年年 66 次同城代驾硬核智慧次同城代驾硬核智慧

礼礼；；免费赠送价值免费赠送价值399399元的元的

UVCUVC车载灭菌灯硬核战疫车载灭菌灯硬核战疫

礼礼。。值得一提的是值得一提的是，，66月月3030

日前日前，，购车还将限时免费购车还将限时免费

升级价值升级价值 30003000 元的电动尾元的电动尾

门门。。 （朱柔芸）

上汽荣威RX5 MAX智驾健康舱版上市

配备全球首款UVC深紫外线汽车杀毒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