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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满意了客户满意了，，我们的工作就做到位了我们的工作就做到位了
访“2019年度上汽十佳青年标兵”上汽乘用车张志军

任凭风急浪高任凭风急浪高，，我自扬帆前行我自扬帆前行
访“2019年度上汽十佳青年标兵”上汽大众杨帆

本报记者 邹勇

今年今年，，在上汽大众大众在上汽大众大众

品牌中南区域销售服务中心品牌中南区域销售服务中心

担任高级经理担任高级经理、、党支部书记党支部书记

的杨帆将迎来的杨帆将迎来 3535 岁生日岁生日。。

作为上汽大众各销售区域中作为上汽大众各销售区域中

最年轻的高级经理最年轻的高级经理，，杨帆目杨帆目

前负责湖南前负责湖南、、湖北湖北、、江西三江西三

省大众品牌的营销工作省大众品牌的营销工作，，管管

理着中南区域的理着中南区域的103103家经销家经销

商商。。

““在上汽大众工作了在上汽大众工作了 1212

年年，，其中有其中有 1010 年外派到各年外派到各

地工作地工作。。上汽大众为我提供上汽大众为我提供

了一个平台了一个平台，，让我在营销一让我在营销一

线不断接受挑战和锻炼线不断接受挑战和锻炼，，这这

对 我 的 能 力 提 升 非 常 关对 我 的 能 力 提 升 非 常 关

键键。”。”杨帆说杨帆说。。

杨帆所学的专业是物流杨帆所学的专业是物流

管理管理，，20082008年年，，他进入上汽他进入上汽

大众后在整车物流部门工大众后在整车物流部门工

作作。。20102010年年，，杨帆转到了销杨帆转到了销

售部门工作售部门工作。。从那时起从那时起，，杨杨

帆先后被外派到大众品牌山帆先后被外派到大众品牌山

东销售服务中心和华北销售东销售服务中心和华北销售

服务中心担任销售经理服务中心担任销售经理。。由由

于工作业绩出色于工作业绩出色，，他在他在20192019

年年 1010 月调任大众品牌中南月调任大众品牌中南

销售服务中心任高级经理销售服务中心任高级经理。。

““我在山东区域工作时只负我在山东区域工作时只负

责销售责销售，，后来又在华北区锻后来又在华北区锻

炼了一年半时间炼了一年半时间，，到了中南到了中南

区域后开始负责销售区域后开始负责销售、、市市

场场、、售后售后，，以及经销商管理以及经销商管理

等一系列工作等一系列工作。”。”

通过面对不同地域千差通过面对不同地域千差

万别的竞争格局和客户特万别的竞争格局和客户特

性性，，杨帆积累了丰富的一线杨帆积累了丰富的一线

营销管理经验营销管理经验，，并带领团队并带领团队

实现了销售目标实现了销售目标。。在刚接手在刚接手

中南区域新岗位的时候中南区域新岗位的时候，，正正

值汽车市场十几年来首次出值汽车市场十几年来首次出

现连续数月两位数以上的负现连续数月两位数以上的负

增长增长，，市场骤冷市场骤冷，，经销商库经销商库

存高企存高企，，盈利性大为缩减盈利性大为缩减。。

杨帆带领中南区域年轻的营杨帆带领中南区域年轻的营

销团队顶住压力销团队顶住压力，，深入挖掘深入挖掘

区域市场优势区域市场优势，，采用采用““国国

五五””车辆销售战略和车辆销售战略和 SUVSUV

车型销售战略并举的模式车型销售战略并举的模式，，

不仅在两个月内完成了不仅在两个月内完成了30003000

辆公告即将到期的辆公告即将到期的““国五国五””

PoloPolo车辆清库任务车辆清库任务，，更全力更全力

确保了中南区域确保了中南区域 20192019 年度年度

销售任务的圆满达成销售任务的圆满达成。。

对于杨帆来说对于杨帆来说，，营销工营销工

作的挑战更多地在于达成销作的挑战更多地在于达成销

量规模的同时量规模的同时，，还要兼顾经还要兼顾经

销商的盈利性销商的盈利性，，并且要确保并且要确保

市场份额市场份额，，寻求这三个点的寻求这三个点的

平衡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平衡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在

杨帆的带领下杨帆的带领下，，中南区域中南区域

20192019年第四季度的市场占有年第四季度的市场占有

率历史性地突破率历史性地突破 88..33%%，，较较

20192019年前三季度提升近年前三季度提升近11个个

百分点百分点，，创下中南区域近三创下中南区域近三

年的市场占有率新高年的市场占有率新高。。

20202020年全国各地都受到年全国各地都受到

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其其

中中，，中南区域受的影响最为中南区域受的影响最为

严重严重。。杨帆和中南区域的管杨帆和中南区域的管

理团队在理团队在 22 月月 22 日就回到驻日就回到驻

地提前自我隔离地提前自我隔离，，为为22月月1010

日正式复工做好准备日正式复工做好准备。。

““在疫情期间在疫情期间，，首先要首先要

稳定人心稳定人心，，通过返利提现的通过返利提现的

方式让经销商在暂时没有收方式让经销商在暂时没有收

入的情况下能够正常应对开入的情况下能够正常应对开

支支，，避免人员流失避免人员流失。。经销商经销商

复工后要让员工尽快恢复工复工后要让员工尽快恢复工

作状态作状态，，通过消毒等免费服通过消毒等免费服

务让售后服务人员先忙起务让售后服务人员先忙起

来来。。同时同时，，通过云展厅通过云展厅、、网网

上直播上直播、、短视频等方式短视频等方式，，让让

销 售 人 员 把 工 作 转 到 线销 售 人 员 把 工 作 转 到 线

上上。”。”杨帆说杨帆说。。通过有序的通过有序的

安排安排，，整个中南区域职工无整个中南区域职工无

确诊病例确诊病例，，保障了营销团队保障了营销团队

的身心健康及情绪稳定的身心健康及情绪稳定。。同同

时时，，他指导销售及售后条线他指导销售及售后条线

在线督促在线督促、、辅导经销商逐步辅导经销商逐步

开展工作开展工作，，将疫情对各项工将疫情对各项工

作的影响降到最低作的影响降到最低。。

从从 22 月月 22 日至今日至今，，杨帆杨帆

已经有已经有 22 个多月没回过家个多月没回过家。。

在工作中在工作中，，杨帆始终发挥着杨帆始终发挥着

模范带头作用模范带头作用，，引领着自己引领着自己

的团队的团队，，锤炼着营销技巧和锤炼着营销技巧和

管理能级管理能级，，为上汽大众不断为上汽大众不断

创造出区域销量新高创造出区域销量新高。“。“今今

年年，，我们要挑战全年市场占我们要挑战全年市场占

有率突破有率突破 88%%的目标的目标，，虽然虽然

难度很大难度很大，，但整个营销团队但整个营销团队

有信心完成任务有信心完成任务，，确保达成确保达成

年度各项经济目标年度各项经济目标。”。”

本报记者 林芸

在上汽乘用车郑州基在上汽乘用车郑州基

地地，，总有一个身影不停地在总有一个身影不停地在

会议室和生产现场之间穿会议室和生产现场之间穿

梭梭：：看产品看产品、、了解现场的问了解现场的问

题题、、审核问题的分析进展审核问题的分析进展

……他就是张志军……他就是张志军，，上汽乘上汽乘

用车郑州一厂整车质保科高用车郑州一厂整车质保科高

级经理级经理。。截至今年截至今年 44 月份月份，，

张志军已经外派郑州整整张志军已经外派郑州整整 33

年了年了。“。“外派的经历让我直外派的经历让我直

观地接触到造车一线的各种观地接触到造车一线的各种

问题问题，，对现场质量工作的理对现场质量工作的理

解和产品质量的认识也都深解和产品质量的认识也都深

刻了很多刻了很多。。同时同时，，也让我有也让我有

了更多的个人时间了更多的个人时间，，培养了培养了

阅读和健身的习惯阅读和健身的习惯。”。”张志张志

军说军说。。

作为一名质量经理作为一名质量经理，，张张

志军坦言志军坦言，，自己是个不折不自己是个不折不

扣的完美主义者扣的完美主义者。。他觉得他觉得，，

好质量一定是以客户满意为好质量一定是以客户满意为

标准的标准的。。工作中工作中，，张志军对张志军对

于客户抱怨的问题非常关于客户抱怨的问题非常关

注注。“。“通过客户反馈的问通过客户反馈的问

题题，，我们会查找出工作中的我们会查找出工作中的

疏漏环节疏漏环节，，并把这些问题分并把这些问题分

析清楚析清楚，，从而推动产品设从而推动产品设

计计、、工艺开发或是制造部门工艺开发或是制造部门

进行改进和优化进行改进和优化。。比如比如，，去去

年海外市场客户抱怨车辆门年海外市场客户抱怨车辆门

槛处的漆面夹杂着细小灰槛处的漆面夹杂着细小灰

粒粒，，我们从油漆车间的工艺我们从油漆车间的工艺

环节着手环节着手，，分析了车间的环分析了车间的环

境境、、设备设备、、人员操作等因人员操作等因

素素，，制订了各因素的控制标制订了各因素的控制标

准准，，最终优化了灰粒问题最终优化了灰粒问题，，

使客户抱怨大幅减少使客户抱怨大幅减少。”。”张张

志军说志军说。。

去年去年，，在公司开展的在公司开展的

““以客户为中心以客户为中心，，打赢新项打赢新项

目攻坚战目攻坚战，，提升市场竞争提升市场竞争

力力””为主题的新项目立功竞为主题的新项目立功竞

赛活动中赛活动中，，张志军带领团张志军带领团

队队，，从项目造车开始从项目造车开始，，历经历经

短短短短77个月时间个月时间，，推动新车推动新车

各项质量指标快速达到成熟各项质量指标快速达到成熟

量产车型的水平量产车型的水平。。

项目刚启动时正值盛项目刚启动时正值盛

夏夏，，产品制造各个环节需要产品制造各个环节需要

进一步改善的地方比较多进一步改善的地方比较多。。

当时当时，，张志军策划开展了持张志军策划开展了持

续改善工作机制续改善工作机制，，通过每天通过每天

邀请工厂管理层评审车辆等邀请工厂管理层评审车辆等

一系列活动一系列活动，，一方面尽快地一方面尽快地

以更多的视角来发现问题以更多的视角来发现问题，，

另一方面也通过管理层的监另一方面也通过管理层的监

督来快速推动问题的整改督来快速推动问题的整改。。

他告诉记者他告诉记者：“：“车辆评审一车辆评审一

般都是在下午两点半进行般都是在下午两点半进行，，

郑州的夏天非常炎热郑州的夏天非常炎热，，评审评审

又是在室外又是在室外。。每天每天，，我们看我们看

完车完车，，衣服都被汗水浸透衣服都被汗水浸透

了了。。评审完走进空调房评审完走进空调房，，我我

们都笑称们都笑称‘‘似乎一下子回到似乎一下子回到

了人间了人间’。”’。”

张志军对于郑州基地质张志军对于郑州基地质

量工作的贡献远不止于此量工作的贡献远不止于此。。

由于该基地是上汽乘用车新由于该基地是上汽乘用车新

建的沪外基地建的沪外基地，，当时绝大部当时绝大部

分员工都是新招聘的员工分员工都是新招聘的员工，，

并且以刚毕业的大学生居并且以刚毕业的大学生居

多多，，他们对公司的管理流程他们对公司的管理流程

和产品并不是很熟悉和产品并不是很熟悉。。为为

此此，，张志军通过组织牵头张志军通过组织牵头

编制编制《《现场质量工程师手现场质量工程师手

册册》，》，让员工梳理和掌握工让员工梳理和掌握工

作中会用到的流程和接口作中会用到的流程和接口，，

使他们的工作开展能更加流使他们的工作开展能更加流

程化和规范化程化和规范化。。

紧张的工作之余紧张的工作之余，，张志张志

军喜欢看看书军喜欢看看书、、练练书法练练书法，，

还会抽空健健身还会抽空健健身。“。“我们做我们做

质量工作的质量工作的，，通常压力都比通常压力都比

较大较大。。这时候这时候，，读一本书或读一本书或

者练练书法者练练书法，，能让自己的心能让自己的心

静下来静下来，，瞬间摆脱焦虑状瞬间摆脱焦虑状

态态，，从而更好地思考工作上从而更好地思考工作上

的问题的问题。”。”张志军说张志军说。。他还他还

经常对部门里的工程师讲经常对部门里的工程师讲，，

阅读和健身是两把刻刀阅读和健身是两把刻刀，，一一

把雕刻灵魂把雕刻灵魂，，另一把雕刻身另一把雕刻身

体体，，会工作会工作，，也要会更好地也要会更好地

生活生活。。

作为党支部书记作为党支部书记，，张志张志

军还经常组织各类活动军还经常组织各类活动，，去去

养老院陪老人聊天养老院陪老人聊天、、到孤儿到孤儿

院给孩子们送书籍院给孩子们送书籍，，积极践积极践

行社会责任行社会责任。“。“我们整车质我们整车质

保科是一个年轻的团队保科是一个年轻的团队，，年年

轻员工占比很大轻员工占比很大。。多参加社多参加社

会实践会实践，，对于培养年轻人的对于培养年轻人的

责任与担当是一种很好的途责任与担当是一种很好的途

径径。。作为科室负责人作为科室负责人，，我想我想

做的就是给他们树立榜样做的就是给他们树立榜样，，

践行好践行好‘‘责任心责任心、、执行力执行力、、

团队协作团队协作’’的科室文化的科室文化，，这这

样的队伍样的队伍，，才能在工作中更才能在工作中更

好地把好质量关好地把好质量关，，让客户满让客户满

意意。”。”张志军说张志军说。。

据悉据悉，，今年上汽乘用车今年上汽乘用车

发起了发起了““树口碑树口碑，，扬品牌扬品牌””

用户口碑提升行动用户口碑提升行动，，肩负重肩负重

任的张志军正带领团队再次任的张志军正带领团队再次

投入到投入到““抓紧产品制造质抓紧产品制造质

量量，，抓优产品感知质量抓优产品感知质量””的的

新一轮战斗中新一轮战斗中。。

排除万难
达成销售目标

好质量就是客户满意

培养责任与担当

凝聚团队
应对疫情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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