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转型攻坚战正全面打响

44月月3030日日，，上汽大通党上汽大通党

委书记委书记、、工会主席徐珍工会主席徐珍，，副副

总经理华瑾总经理华瑾，，以及星级运营以及星级运营

师及新运营部全体员工近师及新运营部全体员工近

7070 人济济一堂人济济一堂，，举行了新举行了新

运营部运营部““20202020 年新运营项年新运营项

目立功竞赛目立功竞赛””暨暨““全员运营全员运营

星级运营师星级运营师””表彰会表彰会，，第一第一

批通过全员运营招募的批通过全员运营招募的““星星

级运营师级运营师””经过培训和实战经过培训和实战

后脱颖而出后脱颖而出。。

徐珍表示徐珍表示，“，“组建星级组建星级

运营师团队是大通在组织转运营师团队是大通在组织转

型型、、面向客户过程中的一次面向客户过程中的一次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探索和实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探索和实

践践，，并希望星级运营师将更并希望星级运营师将更

多的经验分享给多的经验分享给大家大家，，让大让大

通人积极投入通人积极投入全员运营全员运营。”。”

20202020 年是汽车市场全年是汽车市场全

面进入存量竞争的一年面进入存量竞争的一年，，在在

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宅宅

经济经济、、线上经济线上经济、、无接触经无接触经

济等新经济模式的出现济等新经济模式的出现，，对对

于不少行业于不少行业，，包括汽车行业包括汽车行业

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由此衍由此衍

生出来的新运营模式生出来的新运营模式，，也成也成

为不少主动求变的企业争相为不少主动求变的企业争相

探索的前沿探索的前沿。。其中其中，，线上营线上营

销体系以及直面用户经营能销体系以及直面用户经营能

力的建设需求尤为紧迫力的建设需求尤为紧迫，，俨俨

然将成为汽车行业新一轮竞然将成为汽车行业新一轮竞

争的主要赛道之一争的主要赛道之一。。

““‘‘重构用户关系重构用户关系，，创创

新价值升级新价值升级’。’。以以 DD9090 ProPro

线上新零售模式跑通为主要线上新零售模式跑通为主要

抓手抓手，，构建全新用户运营体构建全新用户运营体

系系，，形成数字化体系能力沉形成数字化体系能力沉

淀淀，，打造差异化汽车服务及打造差异化汽车服务及

社群生态社群生态，，为用户创造新价为用户创造新价

值的同时值的同时，，给企业带来新的给企业带来新的

增长增长。”。”在介绍新运营项目在介绍新运营项目

立功竞赛设立的背景时立功竞赛设立的背景时，，上上

汽大通工会副主席须勤如是汽大通工会副主席须勤如是

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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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员工C位出道
上汽大通创新转型正当时

早在一年多前早在一年多前，，上汽大上汽大

通的管理层就已经开始考通的管理层就已经开始考

虑虑，，上汽大通上汽大通 CC22BB 的变革的变革

步伐虽然已经迈开步伐虽然已经迈开，，但公司但公司

固有的组织结构固有的组织结构、、流程和人流程和人

员能力能不能够承受变革带员能力能不能够承受变革带

来的冲击来的冲击？？

20202020 年开年至今年开年至今，，上上

汽大通工会紧扣公司中心工汽大通工会紧扣公司中心工

作作，，搭建全员创新搭建全员创新、、全业务全业务

链创新的平台体系链创新的平台体系，，从创新从创新

项目来源的不同角度出发项目来源的不同角度出发，，

坚持上下结合坚持上下结合，，组织开展了组织开展了

多个重点项目的专项立功竞多个重点项目的专项立功竞

赛活动赛活动。。其中包括克服一切其中包括克服一切

困难保产保交付的生产竞困难保产保交付的生产竞

赛赛、、打出打出““快快、、准准、、好好””的的

大客户销售竞赛大客户销售竞赛，，以及加速以及加速

““新四化新四化””成果落地的研发成果落地的研发

竞赛等多个专项竞赛竞赛等多个专项竞赛。。

从营销一线到生产一从营销一线到生产一

线线，，再到研发一线再到研发一线，，一场场一场场

的立功竞赛的立功竞赛，，不仅体现了特不仅体现了特

殊时期大通人殊时期大通人““召之即来召之即来、、

来之能战来之能战、、战之必胜战之必胜””的团的团

队作战精神队作战精神，，更充分诠释了更充分诠释了

大通党建工作引领业务大通党建工作引领业务、、服服

务业务务业务、、推动业务创新的探推动业务创新的探

索索。。

战略重点在哪里战略重点在哪里，，资源资源

就往哪里铺就往哪里铺，，上汽大通让业上汽大通让业

务流务流、、数据流数据流、、资金流向一资金流向一

个方向流动个方向流动；；同时同时，，制造制造、、

物流物流、、质量部门统统前插质量部门统统前插，，

工程人员一方面做产品工程工程人员一方面做产品工程

上的链接上的链接，，一方面又把客户一方面又把客户

的 声 音 带 回 工 程 部 门的 声 音 带 回 工 程 部 门 ；；

HRHR、、财务等部门也全部面财务等部门也全部面

向一线负责向一线负责、、支持前台支持前台，，其其

中中，，HRHR牵头和销售公司进牵头和销售公司进

行了几十场空中宣讲行了几十场空中宣讲，，给所给所

有员工赋能培训……有员工赋能培训……

如火如荼的合伙人计划如火如荼的合伙人计划

持续进行持续进行，，从从33月份开始至月份开始至

今今，，已经实现已经实现 2626 个业务前个业务前

插插，，建成三个增强型大区建成三个增强型大区，，

崭新的轻客团队崭新的轻客团队、、一竿子到一竿子到

底的皮卡团队资源和人员已底的皮卡团队资源和人员已

经就位经就位；；直销走遍千山万水直销走遍千山万水

的安排的安排，，一大批训练有素的一大批训练有素的

人员厉兵秣马人员厉兵秣马；；新运营第二新运营第二

批人员的招募马上就要开始批人员的招募马上就要开始

了了，“，“新新””星之火正在燎原星之火正在燎原

…………

““员工的精神已经被点员工的精神已经被点

燃燃，，相信接下来会有更多更相信接下来会有更多更

有战斗力的有战斗力的‘‘安继平安继平’’们们CC

位出道位出道。”。”徐珍表示徐珍表示。。

这次的新运营项目立功这次的新运营项目立功

竞赛竞赛，，不仅是一场运营师的不仅是一场运营师的

培训和实操培训和实操，，同时也给予不同时也给予不

同岗位的员工一次直击业务同岗位的员工一次直击业务

一线的机会一线的机会，，是上汽大通党是上汽大通党

建工作促进业务开拓建工作促进业务开拓，，激活激活

企业文化的一次实战演练企业文化的一次实战演练。。

将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一起将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一起

谋划谋划、、一一起部署起部署、、一起考核一起考核，，

实现党建实现党建和业务的联动推和业务的联动推

进进、、良性互促良性互促。。这也是上汽这也是上汽

大通党建工作的探索方向大通党建工作的探索方向。。

““星级运营师活动让我星级运营师活动让我

深深领悟到深深领悟到，，对于工程人员对于工程人员

来说来说，，了解客户需求了解客户需求，，促使促使

今后研发的产品更加人性今后研发的产品更加人性

化化，，能优化我们的产品能优化我们的产品，，提提

升我们的产品竞争力升我们的产品竞争力。”。”动动

力总成部的电控系统工程力总成部的电控系统工程

师师，，共助攻共助攻 3636 名客户成功名客户成功

下单的孙云赫感言下单的孙云赫感言，“，“客户客户

每买我们一辆车每买我们一辆车，，付出的不付出的不

仅是金钱仅是金钱，，更多的还是一种更多的还是一种

对产品和品牌的信赖对产品和品牌的信赖。。我们我们

卖出去的同样也不只是一辆卖出去的同样也不只是一辆

车车，，还应该是一种服务还应该是一种服务、、一一

种保障和一种责任种保障和一种责任。”。”

““凌晨凌晨 1212∶∶3030，，我第一我第一

时间回复了客户的问题时间回复了客户的问题，，促促

使客户成功购车使客户成功购车。。这是我印这是我印

象最深的一次经历象最深的一次经历，，也给我也给我

深深的体会深深的体会：：只有多花时只有多花时

间间、、投入精力投入精力，，给客户信给客户信

赖赖、、体现专业体现专业，，才能赢得客才能赢得客

户户。”。”对于这半个月的经对于这半个月的经

历历，，助攻助攻 2424 名客户成功下名客户成功下

单的底盘部车轮及备胎机构单的底盘部车轮及备胎机构

工程师姚磊同样感慨万千工程师姚磊同样感慨万千。。

就在就在22个月前个月前，，上汽大上汽大

通率先在营销相关领域推动通率先在营销相关领域推动

了合伙人机制了合伙人机制，，打造打造““人人人人

都是营销人都是营销人、、人人都是合伙人人都是合伙

人人””的理念的理念，，以新运营为试以新运营为试

点推动公司数字化转型点推动公司数字化转型，，探探

索营销新模式索营销新模式。。

““全员营销不是简单的全员营销不是简单的

全员卖车全员卖车。”。”上汽大通相关上汽大通相关

人士告诉记者人士告诉记者，“，“如果没有如果没有

加入加入‘‘合伙业务单元合伙业务单元’，’，你你

依然可以参与到火热的依然可以参与到火热的‘‘全全

员营销员营销’’中中。。比如比如，，你可以你可以

以兼职的方式成为以兼职的方式成为‘‘星级运星级运

营师营师’。’。这次通过这次通过‘‘立功竞立功竞

赛赛’’这样的党建活动展现出这样的党建活动展现出

的的 3030 位位‘‘星级运营师星级运营师’’的的

奋斗事迹奋斗事迹，，不仅为所有的上不仅为所有的上

汽大通员工树立了一个全新汽大通员工树立了一个全新

的榜样的榜样，，更是让所有的大通更是让所有的大通

人看到了自我价值再提升的人看到了自我价值再提升的

新通道新通道。”。”

““当面对失败时当面对失败时，，我深我深

刻反思刻反思，，是我们的服务不够是我们的服务不够

好好，，还是我们的车不够好还是我们的车不够好？？

经过这件事经过这件事，，我学会了转化我学会了转化

过程过程、、换位思考换位思考，，站在客户站在客户

角度思考角度思考。。找出客户心中的找出客户心中的

顾虑顾虑，，从而转化客户从而转化客户。”。”累累

计实现助攻计实现助攻 2828 单的优秀星单的优秀星

级运营师级运营师，“，“四大金刚四大金刚””之之

一的安继平表示一的安继平表示。。

安继平是来自上汽大通安继平是来自上汽大通

无锡基地的一名操作工无锡基地的一名操作工，，在在

传统组织架构中传统组织架构中，，这个岗位这个岗位

的员工是很难直接参与到用的员工是很难直接参与到用

户运营领域的户运营领域的。。

““特别感谢新运营部的特别感谢新运营部的

老师们和星级运营师同事们老师们和星级运营师同事们

的指导与帮助的指导与帮助，，让我能以这让我能以这

样一个角色参与到新运营的样一个角色参与到新运营的

项目中来项目中来。”。”安继平感慨安继平感慨，，

22 万余次万余次互动互动，，5555 万余万余

字运营内容字运营内容，，不分昼夜不分昼夜，，深入深入

用户最前线……从上汽用户最前线……从上汽大通大通

全体员工中招募而来的第一全体员工中招募而来的第一

批批3030名兼名兼职职““星级运营师星级运营师”，”，

自自44月月1010日日DD9090 ProPro正式上正式上

市起市起，，在半个月的时间里在半个月的时间里，，

投入到近投入到近700700 个用户个用户VIPVIP 运运

营群中营群中，，不仅获取了最全不仅获取了最全

面面、、精准的消费者洞精准的消费者洞察察，，更更

完成了完成了190190余份订单余份订单。。

在此期间在此期间，，他们中还冒他们中还冒

出了四名助攻超过出了四名助攻超过 2020 单的单的

优秀星级优秀星级运营师运营师：：安继平安继平，，

早上早上55点就跟客户们聊点就跟客户们聊得热得热

火朝天火朝天，，与客户沟通接近与客户沟通接近1010

万字万字；；孙云孙云赫赫，，最晚凌晨最晚凌晨 11

点还在与客户沟通下单事点还在与客户沟通下单事

宜宜；；薛金刚薛金刚，，周末抽出时间周末抽出时间，，

在线下帮助订单转化在线下帮助订单转化，，最终最终

打动用户并全打动用户并全款购车款购车；；姚姚

磊磊，，深入深入110110多个用户群多个用户群，，助助

攻攻2424名客户成功下单……名客户成功下单……

““通过这些通过这些‘‘星级运营星级运营

师师’’的努力与热情的努力与热情，，不仅向不仅向

用户很好地传递了品牌直连用户很好地传递了品牌直连

用户的态度与能力用户的态度与能力，，逐步构逐步构

建起了品牌与用户之间的全建起了品牌与用户之间的全

新信赖关系新信赖关系，，更赢得了用户更赢得了用户

与市场的口碑与市场的口碑。”。”上汽大通上汽大通

相关人士告诉记者相关人士告诉记者。。

上汽集团副总裁蓝青松上汽集团副总裁蓝青松

曾经说过曾经说过：“：“面对残酷的存面对残酷的存

量市场竞争量市场竞争，，有病呻吟有病呻吟，，无无

病呻吟病呻吟，，都是于事无补的都是于事无补的。。

只要真正以用户为中心只要真正以用户为中心，，为为

用户创造价值用户创造价值，，我们就一定我们就一定

会获得用户的认可会获得用户的认可。”。”

““虽然很忙虽然很忙，，有时为了一个有时为了一个

单子要和客户联系上千次单子要和客户联系上千次，，

也经常遇到挫折也经常遇到挫折，，可是当你可是当你

看到客户在你的转化下完成看到客户在你的转化下完成

下单时下单时，，就会觉得之前所有就会觉得之前所有

的辛苦都是值得的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同为同为““四大金刚四大金刚””之一之一

的薛金刚的薛金刚，，本职工作是质量本职工作是质量

保证部检验员保证部检验员，，看上去与线看上去与线

上运营似乎同样没有什么直上运营似乎同样没有什么直

接的交集接的交集。。竞赛期间竞赛期间，，他共他共

助攻了助攻了2929名客户成功下单名客户成功下单。。

““作为一名检验员作为一名检验员，，通通

过星级运营师活动过星级运营师活动，，我才真我才真

正了解了如何直面客户正了解了如何直面客户、、提提

高客户满意度高客户满意度、、倾听客户的倾听客户的

声音来作为我们改进工作的声音来作为我们改进工作的

方向方向。。同时同时，，我也深感营销我也深感营销

一线同事们的艰辛一线同事们的艰辛。”。”薛金薛金

刚表示刚表示，“，“虽然运营的过程虽然运营的过程

费心费力费心费力，，但当客户最后全但当客户最后全

款下定款下定，，并表示信任大通并表示信任大通、、

信任我们的时候信任我们的时候，，作为大通作为大通

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CC22BB 做到现在做到现在，，成绩成绩

固然可喜固然可喜，，但能不能再跨出但能不能再跨出

去一步去一步，，让组织更高效运让组织更高效运

转转，，让员工的激励与绩效的让员工的激励与绩效的

链条能够连接得更紧密一链条能够连接得更紧密一

点点，，从而催化人才基因的突从而催化人才基因的突

变变？”？”在一年前的一次针对在一年前的一次针对

上汽大通组织变革的采访上汽大通组织变革的采访

中中，，徐珍曾这么告诉记者徐珍曾这么告诉记者：：

““员工永远是组织建设的核员工永远是组织建设的核

心心，，而善待员工最好的办而善待员工最好的办

法法，，就是帮助他们在组织转就是帮助他们在组织转

型中拥抱变化型中拥抱变化，，和企业一起和企业一起

成长成长。。让员工看到成功的榜让员工看到成功的榜

样样，，看到组织的凝聚力看到组织的凝聚力，，看看

到自我价值的提升……这些到自我价值的提升……这些

都将是上汽大通未来党建工都将是上汽大通未来党建工

作的重点作的重点。”。”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里程碑意义的探索和实践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员工价值再提升的新通道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党建与业务发展一盘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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