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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评

截止发稿前截止发稿前，，记者获悉记者获悉

55月月11日日--66日日，，上汽集团五上汽集团五

大整车企业大整车企业、、九大乘用车品九大乘用车品

牌在上海地区累计收获意向牌在上海地区累计收获意向

客户客户 4793447934 名名，，同比增长同比增长

8787..11%%；；获得订单获得订单 55275527 份份，，

同比增长同比增长5757%%。。

““五五购物节五五购物节””为上汽为上汽

带来了巨大订单量带来了巨大订单量，，上汽旗上汽旗

下整车合资品牌下整车合资品牌、、自主品牌自主品牌

全面发力全面发力，，显示了强大的发显示了强大的发

展定力和韧性展定力和韧性。。

上汽通用上汽通用44月零售销量月零售销量

达达1111..1212万辆万辆（（含出口含出口），），国国

内零售同比增长内零售同比增长1313..66%%。。

上汽荣威新国潮智联网上汽荣威新国潮智联网

SUV RXSUV RX55 PLUSPLUS、、上汽上汽

MAXUSMAXUS 智 选 大 家 纯 电 动智 选 大 家 纯 电 动

SUV EUNIQSUV EUNIQ 66、、新宝骏新宝骏

跨界出行新物种跨界出行新物种 EE300300 等众等众

多新品在多新品在““5555 购物节购物节””中中

扎堆亮相扎堆亮相。。此外此外，，荣威品牌荣威品牌

开始启动双标战略开始启动双标战略，，在当年在当年

成为普及成为普及““互联网汽车互联网汽车””的的

品牌后品牌后，，荣威又要做最先普荣威又要做最先普

及及““55GG 概念互联汽车概念互联汽车””的的

品牌品牌。。

44 月月，，上汽上汽 MAXUSMAXUS 国国

内外市场全系整车销量达内外市场全系整车销量达

97179717 辆辆，，同比增长同比增长 77..66%%，，

环比提升环比提升2626%%；；其中其中，，国内国内

市场同比增长市场同比增长2222..11%%，，在整在整

体车市下行中又一次倔强地体车市下行中又一次倔强地

逆势上扬逆势上扬。。

上汽红岩上汽红岩44月产量超过月产量超过

11万辆万辆，，正式迈入正式迈入““月产重月产重

卡万辆卡万辆””的全新阶段的全新阶段。。目目

前前，，其平均单日产量达到其平均单日产量达到

380380 辆辆，，同比增长近同比增长近 5050%%。。

尤其是红岩公路车销售持续尤其是红岩公路车销售持续

火爆火爆，，44月上汽红岩牵引车月上汽红岩牵引车

销量同比增长销量同比增长265265%%。。

与此同时与此同时，，上汽各品牌上汽各品牌

通过新车云发布通过新车云发布、、直播带货直播带货、、

在线购车在线购车、、在线保养维修等在线保养维修等

有益尝试有益尝试，，正在积极探索线正在积极探索线

下业务朝着线上转型下业务朝着线上转型，，让产让产

品和服务更贴近消费者品和服务更贴近消费者。。

上汽4月终端销量增速转正，释放国内汽车行业疫情以来首个利好信号

一组数据读懂上汽发展硬实力

细雨蒙蒙中，五五购

物节“上汽之夜”活动落

下帷幕。活动中最感人的

一个场景，是四位援鄂医

务人员在台上接过代表所

有上汽人书写的感谢信，

并表示要开着新买的上汽

品牌座驾，带着家人融入

这宁静、美好的春光。

近日，上汽集团率先

宣布，4月终端零售销量

同比数由负转正，为消费

回暖注入信心。上汽在疫

情期间以履行社会责任作

为品牌的注脚，这是企业

能够在挑战中迅速转身的

重要推动力。

为支持抗“疫”，上

汽携手旗下企业，共捐献

超过 6000 万元的现金和

物资。上汽大通人加班加

点为武汉制造负压救护

车，上汽安吉物流开通

24 小时疫区物资运输热

线，上汽通用五菱迅速转

产口罩以帮助抗疫一线和

上下游供应商复工复产，

华域三电的空调消毒产

品、延锋的车内紫外线消

毒盒子、华域视觉的护目

镜受到关注，车享家推出

的汽车消毒杀菌服务也广

受好评。

同时，上汽还发起了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公

益活动，向包括上海援鄂

医疗队在内的医务战线的

白衣天使们，送上暖心关

怀和周到服务，致敬新时

代最可爱的人。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

谋求可持续发展密不可

分。除了在突发情况下贡

献自身的产业链实力以

外，汽车企业还应充分考

虑在新能源汽车、移动智

能出行等新趋势下，不断

为用户创造新价值，重新

定位经销商等外部合作伙

伴，以及将员工作为内部

合作伙伴，进行培训与发

展等，体现企业对未来的

责任。

（贝塔）

企业社会责任是
可持续发展的推进器

11.21亿

667.47亿

80.4%

9.3万

87.1%
第一季度上汽实现稳定增长，

仍是国内综合实力最强的车企

本报记者 严瑶 邹勇

““ 天 大 热天 大 热 ，， 车 也 大车 也 大

卖卖。”。”在近期举行的在近期举行的““五与五与

上汽有个约惠上汽有个约惠””汽车嘉年华汽车嘉年华

活动中活动中，，上汽各品牌展台出上汽各品牌展台出

现了现了““客户包围展车客户包围展车””等待等待

与销售员洽谈的场景与销售员洽谈的场景。。

55 月月 22 日日，，上汽集团官上汽集团官

方发布最能直接体现市场热方发布最能直接体现市场热

度的终端零售销量快讯度的终端零售销量快讯：：44

月份月份，，上汽终端零售销量达上汽终端零售销量达

4343..33万辆万辆，，同比增长同比增长00..55%%。。疫疫

情发生以来情发生以来，，月度销量在行月度销量在行

业内率先实现同比正增长业内率先实现同比正增长。。

其中其中，，国内终端零售销量达国内终端零售销量达

到到 4141..33 万 辆万 辆 ，， 同 比 增 长同 比 增 长

11..33%%。。

44月月2929日日，，上汽集团发上汽集团发

布 了布 了 20202020 年 第 一 季 度 财年 第 一 季 度 财

报报。。报告显示报告显示，，第一季度公第一季度公

司实现营业总收入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0591059..4747

亿元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净利润净利润 1111..2121 亿元亿元。。上汽集上汽集

团第一季度财报公布后团第一季度财报公布后，，其其

股票价格持续走高股票价格持续走高，，44月月3030

日收盘大涨了日收盘大涨了44..4848%%。。

销售恢复增长销售恢复增长、、盈利能盈利能

力稳健力稳健。。在中国经济近乎硬在中国经济近乎硬

着陆的当下着陆的当下，，一组财报数据一组财报数据

揭秘上汽如何在逆境中寻找揭秘上汽如何在逆境中寻找

机遇机遇。。

从从 20192019 年起年起，，全球汽全球汽

车行业遇冷车行业遇冷，，国内汽车市场国内汽车市场

销量同比下降销量同比下降 77..44%%，，不少不少

中小车企的降幅已经达到中小车企的降幅已经达到

7070%%左右左右。。

而而 20202020 年一开局年一开局，，新新

冠肺炎疫情的爆发更是对车冠肺炎疫情的爆发更是对车

企造成巨大冲击企造成巨大冲击。。中汽协数中汽协数

据显示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今年第一季度，，全全

国汽车销量下滑国汽车销量下滑4242..44%%。。目目

前前，，在已披露今年第一季度在已披露今年第一季度

业绩的国内上市车企中业绩的国内上市车企中，，第第

一季度的净利润不少是负一季度的净利润不少是负

数数。。上汽集团第一季度实现上汽集团第一季度实现

净利润净利润 1111..2121 亿元亿元，，仍是国仍是国

内综合实力最强的车企内综合实力最强的车企。。尽尽

管受到疫情的冲击管受到疫情的冲击，，但上汽但上汽

还是实现了稳定增长还是实现了稳定增长。。

充足现金流抵御市场不确定性

在上汽集团第一季度财在上汽集团第一季度财

报中报中，，有一个数据非常有亮有一个数据非常有亮

点点。。截至第一季度末截至第一季度末，，上汽上汽

集团母公司报表持有货币资集团母公司报表持有货币资

金金667667..4747亿元亿元，，现金流管理现金流管理

成效显著成效显著。。有了充足的现金有了充足的现金

流流，，就有了抵御市场不确定就有了抵御市场不确定

性的砝码性的砝码。。

汽车是一个重资产行汽车是一个重资产行

业业，，要在市场竞争中保持主要在市场竞争中保持主

动动，，必须不断加强研发力必须不断加强研发力

量量。。第一季度第一季度，，上汽集团合上汽集团合

并研发支出并研发支出 3030..99 亿元亿元。。其其

中中 ，， 母 公 司 研 发 费 用 达母 公 司 研 发 费 用 达

1010..7474 亿元亿元，，占母公司收入占母公司收入

比例达比例达1111..99%%，，在国内同行在国内同行

业中保持领先业中保持领先。。

例如例如，，上汽大众上汽大众 MEBMEB

平台下的首款纯电动车型将平台下的首款纯电动车型将

在今年推出在今年推出，，目前安亭的新目前安亭的新

能源工厂已为每年生产能源工厂已为每年生产 3030

万辆万辆 MEBMEB 平台纯电动车型平台纯电动车型

做好准备做好准备。。在研发领域在研发领域，，上上

汽通用将同时在新能源汽通用将同时在新能源、、自自

动驾驶技术动驾驶技术、、车联网和传统车联网和传统

内燃技术上发力内燃技术上发力。。

近期近期，，国家和地方政府国家和地方政府

及时出台了一系列稳定和扩及时出台了一系列稳定和扩

大汽车消费的政策大汽车消费的政策。。上汽集上汽集

团积极把握这一有利时机团积极把握这一有利时机，，

调整营销策略调整营销策略、、加快新品投加快新品投

放放、、拓展线上经济拓展线上经济，，充分发充分发

挥国家挥国家、、地方和企业三方政地方和企业三方政

策的叠加效应策的叠加效应。。

逆势反弹，整车销量环比大涨

随着随着44月车市开始明显月车市开始明显

回暖回暖，，手握手握““巨额巨额””现金的现金的

上汽集团得以第一时间出击上汽集团得以第一时间出击

应对应对。。

上汽集团的复苏可以从上汽集团的复苏可以从

销量上看到最直接的变化销量上看到最直接的变化。。

最新数据显示最新数据显示，，44月份月份，，上上

汽集团整车批发量为汽集团整车批发量为 4141..7676

万辆万辆，，降幅收窄至个位数降幅收窄至个位数，，

环比环比33月更是增长了月更是增长了8080..44%%。。

而而44月终端零售量则同比转月终端零售量则同比转

正正，，实现国内销量实现国内销量 4141..33 万万

辆辆，，同比增长同比增长11..33%%。。

具体到品牌具体到品牌，，33月上汽月上汽

通用五菱零售销量超通用五菱零售销量超 1313 万万

辆辆，，由此重夺销量冠军宝由此重夺销量冠军宝

座座。。44月再传捷报月再传捷报，，销量逆销量逆

势 同 比 增 长势 同 比 增 长 1313..55%% ，， 突 破突 破

1212..77万辆万辆，，领跑中国车市领跑中国车市。。

上汽大众第一季度零售上汽大众第一季度零售

销量达销量达2525..88万辆万辆，，大众品牌大众品牌

零售销量达零售销量达2222..99万辆万辆，，继续继续

保持国内单一品牌销量冠保持国内单一品牌销量冠

军军。。多次成为轿车市场销量多次成为轿车市场销量

冠军的朗逸家族冠军的朗逸家族，，33月蝉联月蝉联

国内轿车市场销量冠军国内轿车市场销量冠军。。

新能源业务方面新能源业务方面，，今年今年

11--33月月，，上汽集团共计销售上汽集团共计销售

11..9393万辆新能源汽车万辆新能源汽车，，增速增速

同样跑赢了大盘同样跑赢了大盘。。

销量恢复的同时销量恢复的同时，，第一第一

季度季度，，在企业的金融和政策在企业的金融和政策

支持下支持下，，上汽经销商库存下上汽经销商库存下

降了近降了近 2222 万辆万辆，，终端压力终端压力

得到缓解得到缓解，，经销商信心进一经销商信心进一

步恢复步恢复。。

海外销售逆势同比增长，继续保持全国第一

上汽集团不仅在国内市上汽集团不仅在国内市

场逐渐恢复元气场逐渐恢复元气，，其海外市其海外市

场的势头也依旧强劲场的势头也依旧强劲。。数据数据

显示显示，，今年今年11--44月月，，上汽集上汽集

团实现了整车出口及海外销团实现了整车出口及海外销

售售 99..33 万辆万辆，，逆势同比增长逆势同比增长

44%%，，继续保持全国第一继续保持全国第一。。

上汽旗下名爵品牌在全上汽旗下名爵品牌在全

球市场延续强劲增长势头球市场延续强劲增长势头。。

11--33 月月，，名爵海外零售达名爵海外零售达

33..77 万辆万辆，，同比猛增同比猛增 113113%%。。

作 为 欧 洲 首 款 获 得作 为 欧 洲 首 款 获 得 E-E-

NCAPNCAP五星安全认证的纯电五星安全认证的纯电

动小型动小型 SUVSUV，，纯电动名爵纯电动名爵

EZSEZS已经成为已经成为MGMG品牌进入品牌进入

全球市场的全球市场的““急先锋急先锋”。”。

今年年初今年年初，，名爵名爵 EZSEZS

进军新加坡进军新加坡、、以色列以色列、、印度印度

等市场等市场，，上市首月就登顶以上市首月就登顶以

色列纯电动车销量冠军色列纯电动车销量冠军，，一一

进入印度市场就已收到数千进入印度市场就已收到数千

张订单张订单，，远远超过远远超过 20192019 年年

印度电动车的总销量印度电动车的总销量。。

上汽上汽““走出去走出去””的脚步的脚步

从未停歇从未停歇，，特别是近来年特别是近来年，，

随着自身实力的进一步提随着自身实力的进一步提

升升，，上汽已进入到英国等主上汽已进入到英国等主

流市场流市场，，不仅验证了产品品不仅验证了产品品

质质，，更促进了品牌对于国内更促进了品牌对于国内

市场的反哺市场的反哺。。

预计第二季度销量持续上升，

展现出企业的发展定力和韧性

摄影摄影 寿俊骐寿俊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