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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驱系统自主创新电驱系统自主创新，，需要点需要点““较真较真””精神精神
访“2019年度上汽十佳青年标兵”上汽变速器王军政

顶着顶着5050℃℃高温高温，，在印度建首个海外基地在印度建首个海外基地
访“2019年度上汽十佳青年标兵”上海汇众郭骏华

本报记者 严瑶

穿过堆满垃圾的街道穿过堆满垃圾的街道，，

向路上随处可见的牛羊问早向路上随处可见的牛羊问早

安安，，顶着五月里近顶着五月里近5050℃℃的高的高

温温，，郭骏华走在这条再熟悉郭骏华走在这条再熟悉

不过的上班路上不过的上班路上。。

镜头前镜头前，，坐落于古吉拉坐落于古吉拉

特邦特邦 HalolHalol 镇的上汽镇的上汽 MGMG 印印

度整车基地渐渐映入眼帘度整车基地渐渐映入眼帘。。

紧挨着整车生产车间的是一紧挨着整车生产车间的是一

个零部件供应商园区个零部件供应商园区。。来到来到

三楼三楼，，SHAC INDIASHAC INDIA 上方上方

挂着醒目的挂着醒目的““汇众汇众””LOLO--

GOGO。“。“这里是我工作的地这里是我工作的地

方方，，上海汇众首家海外生产上海汇众首家海外生产

制造基地制造基地———汇众印度子公—汇众印度子公

司司，，我是总经理郭骏华我是总经理郭骏华。”。”

远隔几千里远隔几千里，，郭骏华通过手郭骏华通过手

机连线接受记者采访机连线接受记者采访。。

电饭锅电饭锅、、大米大米、、老干老干

妈妈、、藿香正气水藿香正气水、、人丹……人丹……

尽管从国内背了一大堆物资尽管从国内背了一大堆物资

去印度去印度，，但在最初的日子但在最初的日子

里里，，郭骏华还是无法适应当郭骏华还是无法适应当

地环境地环境。“。“刚来印度的一个刚来印度的一个

多月多月，，每天低烧拉肚子每天低烧拉肚子，，整整

个人都没精神个人都没精神，，后来才慢慢后来才慢慢

好起来好起来。”。”郭骏华回忆起那郭骏华回忆起那

时的情景时的情景，，笑了笑说笑了笑说：“：“这这

大概是每个来印度的外派人大概是每个来印度的外派人

员都要经历的事员都要经历的事。”。”

从从 20182018 年上海汇众获年上海汇众获

得了印度政府下发的营业执得了印度政府下发的营业执

照起照起，，企业开始加快国际业企业开始加快国际业

务布局务布局。。长期从事技术以及长期从事技术以及

基础管理工作的郭骏华也随基础管理工作的郭骏华也随

之扬帆起航之扬帆起航，，开启外派印度开启外派印度

的职业生涯的职业生涯。。

在海外建立起一个生产在海外建立起一个生产

制造基地制造基地，，对郭骏华和上海对郭骏华和上海

汇众来说汇众来说，，可谓千头万绪可谓千头万绪，，

无经验可循无经验可循。。税务税务、、账户账户、、

进出口手续等进出口手续等，，都需要郭骏都需要郭骏

华亲历亲为华亲历亲为，，奔波往返于当奔波往返于当

地各政府部门地各政府部门、、机构机构、、咨询咨询

公司间公司间，，逐一解决逐一解决。“。“尤其尤其

是每年是每年77月开始的雨季最难月开始的雨季最难

熬熬。。湿度大湿度大、、气温高气温高，，每天每天

含着人丹过含着人丹过。”。”郭骏华说郭骏华说：：

““一天下来喝一天下来喝55LL水很正常水很正常。”。”

正是凭着这样的奋斗精正是凭着这样的奋斗精

神神，，郭骏华将一个又一个的郭骏华将一个又一个的

不可能变为可能不可能变为可能，，使所有任使所有任

务得以在规定时间内顺利完务得以在规定时间内顺利完

成成。。目前上海汇众印度子公目前上海汇众印度子公

司拥有职工司拥有职工 6060 余名余名，，在郭在郭

骏华的带领下骏华的带领下，，20192019年完成年完成

主营业务收入约主营业务收入约11..5353亿印度亿印度

卢比卢比 （（约合人民币约合人民币 15301530 万万

元元）。）。

““质量不仅仅是我们汇质量不仅仅是我们汇

众公司在海外的一张名片众公司在海外的一张名片，，

更是上汽集团在海外的一张更是上汽集团在海外的一张

名片名片。”。”郭骏华说郭骏华说，，不仅是不仅是

““中国制造中国制造””走出国门走出国门，，更更

是要让是要让““中国质量中国质量””走出国走出国

门门，，扎根在当地人的心中扎根在当地人的心中。。

为此为此，，郭骏华不远万里郭骏华不远万里

请来了上海的请来了上海的““老师傅老师傅”。”。

““工厂运行几个月后工厂运行几个月后，，上海上海

汇众质保部的一位资深技术汇众质保部的一位资深技术

人员来到印度人员来到印度，，手把手指导手把手指导

印度籍员工如何按质量标准印度籍员工如何按质量标准

处理相关问题处理相关问题。”。”

20192019 年年 1010 月月 1313 日日，，郭郭

骏华清楚地记得这天骏华清楚地记得这天，，上汽上汽

集团董事长陈虹来到印度集团董事长陈虹来到印度。。

““董事长十分关心我们外派董事长十分关心我们外派

人员的生活起居情况人员的生活起居情况，，嘱咐嘱咐

我们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我们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郭骏华说郭骏华说，“，“他还给我们提他还给我们提

出新要求出新要求，，强调了现场管理强调了现场管理

标准化工作的重要性标准化工作的重要性。”。”

那时起那时起，，上海汇众印度上海汇众印度

子公司在稳定生产供货及保子公司在稳定生产供货及保

证供货质量的同时证供货质量的同时，，形成了形成了

一套本土化管理方法和经一套本土化管理方法和经

验验。。也是在这个月也是在这个月，，上海汇上海汇

众 印 度 第众 印 度 第 1000010000 台 总 成 下台 总 成 下

线线。。郭骏华安排了一场具有郭骏华安排了一场具有

印度传统宗教风俗特色的庆印度传统宗教风俗特色的庆

祝仪式祝仪式，，邀请园区兄弟企业邀请园区兄弟企业

以及客户参与以及客户参与。“。“仪式后仪式后，，

印度兄弟们的工作积极性明印度兄弟们的工作积极性明

显提高了显提高了。”。”郭骏华说郭骏华说。。

在安全生产的前提下在安全生产的前提下，，

今年今年，，上海汇众印度子公司上海汇众印度子公司

深入强调海外供货质量的重深入强调海外供货质量的重

要性要性。。目前目前，，公司已开始进公司已开始进

行质量标准外审体系证书的行质量标准外审体系证书的

申请申请，，并将以此为由并将以此为由，，全面全面

梳理梳理、、完善公司制度完善公司制度。“。“这这

也是一个海外生产基地的经也是一个海外生产基地的经

验数据库验数据库，，对于将来可能出对于将来可能出

现的第二家现的第二家，，甚至更多的海甚至更多的海

外基地建设外基地建设，，希望能起到投希望能起到投

石问路的作用石问路的作用。”。”郭骏华说郭骏华说。。

本报记者 林芸

上汽变速器王军政的故上汽变速器王军政的故

事事，，还得从还得从““一颗种子一颗种子、、两两

张机票和三合一电驱系统张机票和三合一电驱系统””

开始说起开始说起。。作为公司技术中作为公司技术中

心新能源驱动系统集成部系心新能源驱动系统集成部系

统支持科经理统支持科经理，，王军政先后王军政先后

经历了上汽经历了上汽““种子基金种子基金””项项

目目、、两次海外学习培训和高两次海外学习培训和高

集成度三合一电桥自主开发集成度三合一电桥自主开发

项目项目。“。“要开发一个好产要开发一个好产

品品，，是需要一些是需要一些‘‘较真较真’’精精

神神。”。”这是王军政经常挂在这是王军政经常挂在

嘴边的一句话嘴边的一句话。。

20112011年入职上汽变速器年入职上汽变速器

后后，，王军政成为一名驻车系王军政成为一名驻车系

统工程师统工程师。。上汽首款湿式双上汽首款湿式双

离合变速器离合变速器DCTDCT360360临近批临近批

产时产时，，发生了驻车失效问发生了驻车失效问

题题，，联合设计方德国专家对联合设计方德国专家对

此也一筹莫展此也一筹莫展。。

此时此时，，王军政挺身而王军政挺身而

出出，，申请了上汽集团申请了上汽集团““种子种子

基金基金””驻车系统研究课题驻车系统研究课题，，

并组建了课题组并组建了课题组。。经过反复经过反复

演算和分析演算和分析，，最终王军政与最终王军政与

课题组成员赶在德国专家团课题组成员赶在德国专家团

队之前队之前，，锁定了驻车失效的锁定了驻车失效的

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并得到了德方的并得到了德方的

认同认同。“。“种子基金是对工程种子基金是对工程

师创新精神的一种支持和鼓师创新精神的一种支持和鼓

励励，，让我更加坚定了力所能让我更加坚定了力所能

及做创新的信心及做创新的信心。”。”王军政王军政

说说。。

在初尝了在初尝了““种子基金种子基金””

项目的项目的““甜头甜头””后后，，王军政王军政

继续在自主创新道路上不断继续在自主创新道路上不断

摸 索摸 索 。。 20142014 年 和年 和 20162016 年年 ，，

他分别飞往德国和美国他分别飞往德国和美国，，进进

行项目对接和电驱系统开发行项目对接和电驱系统开发

的学习交流的学习交流。。

在 与 德 国 咨 询 公 司在 与 德 国 咨 询 公 司

HOFERHOFER 合作开发过程中合作开发过程中，，

有一件事情让王军政非常感有一件事情让王军政非常感

慨慨。。他告诉记者他告诉记者：“：“那是那是

NDCTNDCT200200 双离合自动变速双离合自动变速

器的首次装机器的首次装机，，变速器和发变速器和发

动机因一颗螺栓孔位置错位动机因一颗螺栓孔位置错位

而无法完成合装而无法完成合装，，为此客户为此客户

紧急协调送来了新发动机紧急协调送来了新发动机。。

发动机的更换意味着车辆前发动机的更换意味着车辆前

舱很多零件都需要更换舱很多零件都需要更换。。直直

到晚上到晚上 1111 点点，，技师还在认技师还在认

真安装真安装。。要知道要知道，，那天他是那天他是

早上一下飞机就到了安装现早上一下飞机就到了安装现

场场，，中途没有休息中途没有休息，，一直卖一直卖

力工作到凌晨力工作到凌晨33点左右点左右，，终终

于完成了任务于完成了任务。”。”

同样同样，，在美国的学习交在美国的学习交

流流，，也让王军政看到了美国也让王军政看到了美国

同学的刻苦同学的刻苦，，他们经常为了他们经常为了

完成一个项目讨论到凌晨两完成一个项目讨论到凌晨两

三点三点；；在课题研究中在课题研究中，，他看他看

到了美国同学的知识产权的到了美国同学的知识产权的

保护意识与原始创新精神保护意识与原始创新精神，，

哪怕是写个作业哪怕是写个作业，，每句话都每句话都

要有自己的想法要有自己的想法。。这些都让这些都让

王军政养成了凡事都要王军政养成了凡事都要““较较

真真””的习惯的习惯，，也坚定了他将也坚定了他将

上汽上汽““新四化新四化””战略作为自战略作为自

己努力方向的信念己努力方向的信念。。

20172017年年99月月，，王军政结王军政结

束了为期一年的赴美学习交束了为期一年的赴美学习交

流流。。回国后不久回国后不久，，他被选为他被选为

公司公司 S-EDSS-EDS 三合一电桥项三合一电桥项

目的工程经理目的工程经理、、集成模块负集成模块负

责人责人。。高度集成的一体化电高度集成的一体化电

桥技术是提升当前电动车产桥技术是提升当前电动车产

业高品质发展的关键业高品质发展的关键，，而而

S-EDSS-EDS项目自主开发一体化项目自主开发一体化

电桥面临着世界级难度挑电桥面临着世界级难度挑

战战。。面对自身在电机面对自身在电机、、电控电控

方面的零基础方面的零基础，，王军政并未王军政并未

慌乱慌乱，，在充分利用集成开发在充分利用集成开发

工作经验工作经验、、美国培训所学知美国培训所学知

识基础上向专家请教识基础上向专家请教，，查找查找

资料对标学习资料对标学习，，迅速完成了迅速完成了

从变速器集成设计向电驱系从变速器集成设计向电驱系

统集成设计的转变统集成设计的转变。。

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在项目执行过程中，，王王

军遇到的最大挑战是军遇到的最大挑战是 NVHNVH

性能优化性能优化。。20192019 年年 55 月月--1111

月这连续半年时间月这连续半年时间，，是真正是真正

高强度的压力挑战高强度的压力挑战。。客户及客户及

公司领导高层均对公司领导高层均对 NVHNVH 性性

能表示担忧能表示担忧，，甚至提出要请甚至提出要请

咨询公司出手咨询公司出手。。

““那时那时，，每天晚上我都每天晚上我都

会总结会总结、、思考近期的测试及思考近期的测试及

CAECAE分析报告分析报告，，睡梦中都会睡梦中都会

梦到各种梦到各种 NVHNVH 阶次曲线阶次曲线。。

最终最终，，NVHNVH 性能得到大幅性能得到大幅

优化优化，，产品产品 NVHNVH 性能达到性能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国际先进水平，，并借此总结并借此总结

出了电驱系统出了电驱系统 NVHNVH 开发的开发的

方法方法、、手段手段。”。”王军政说王军政说。。

通过不懈地努力通过不懈地努力，，他带他带

领着团队成员完成了总成概领着团队成员完成了总成概

念设计念设计、、SSTSSSTS 定义定义、、产品产品

详细设计详细设计，，首台总成于首台总成于20182018

年年 77 月月 55 日完成装配日完成装配，，首款首款

车型预计车型预计20202020年年66月批产月批产。。

初入印度，
生了一个月的病

“董事长给我们打气”

“较真”思维做创新

梦到NVH阶次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