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外兼修内外兼修 全员营销抢抓市场机遇全员营销抢抓市场机遇

2020年5月17日
责任编辑 林芸 美编 须拯企业之窗07

轻客零售翻番 皮卡快速回暖

上汽MAXUS最近有点“红”

本报记者 严瑶

““5555 购物节购物节””期间期间，，

上海展览中心新宝骏展台上海展览中心新宝骏展台

上上，，陈女士订下尚在预售陈女士订下尚在预售

中的新宝骏中的新宝骏EE300300。“。“这车这车

卖相弹眼落睛卖相弹眼落睛，，代步用也代步用也

方便方便。”。”陈女士说陈女士说，“，“买车买车

送牌照送牌照，，算下来算下来，，车根本车根本

不花什么钱不花什么钱。”。”

在上海时尚地标新天在上海时尚地标新天

地地，，一辆一辆““来自未来的科来自未来的科

幻座驾幻座驾””新宝骏新宝骏 EE300300 在在

展出期间受到市民热情追展出期间受到市民热情追

捧捧，，甚至还出现在央视新甚至还出现在央视新

闻闻““夜游魔都夜游魔都””报道中报道中。。

新宝骏销售员徐连告新宝骏销售员徐连告

诉记者诉记者，，这几天来看车的这几天来看车的

客户络绎不绝客户络绎不绝。。仅仅““五五

一一””期间期间，，在上汽汽车嘉在上汽汽车嘉

年华上年华上，，他们就收获了他们就收获了

2020多张新车订单多张新车订单。“。“来买来买

的主要是女性的主要是女性，，家中已有家中已有

一辆车一辆车，，再买一辆是为了再买一辆是为了

买菜买菜、、接送孩子上下学接送孩子上下学。”。”

在柳州万达广场在柳州万达广场，，新新

宝骏宝骏 EE300300 同样吸引了大同样吸引了大

批客户批客户。。一对年轻夫妻被一对年轻夫妻被

新宝骏新宝骏 EE300300 的颜值所吸的颜值所吸

引引，，两人对两人对 EE300300 的各项的各项

功能都特别满意功能都特别满意。。妻子王妻子王

女士最喜欢的就是女士最喜欢的就是 EE300300

搭载的遥控智能家居的小搭载的遥控智能家居的小

米生态米生态，“，“我下班有时候我下班有时候

比较晚比较晚，，这样我以后在路这样我以后在路

上就可以煮饭了上就可以煮饭了。”。”

不过不过，，他们当时并未他们当时并未

立刻下订单立刻下订单。。过了不久过了不久，，

王女士的丈夫独自来下订王女士的丈夫独自来下订

单单。。他说他说，，家里有一辆燃家里有一辆燃

油车油车，，不过几乎都是他在不过几乎都是他在

开开，，所以想给妻子一个惊所以想给妻子一个惊

喜喜，，把把 EE300300 当作结婚纪当作结婚纪

念日礼物送给妻子念日礼物送给妻子。。数据数据

显示显示，，55 月月 11 日日--1010 日日，，

新宝骏新宝骏 EE300300 科技体验展科技体验展

的人流量已达数万人次的人流量已达数万人次。。

新宝骏新宝骏 EE300300 预售价预售价

在在77万万~~99万元之间万元之间。。新车新车

除了提供标准两座版本之除了提供标准两座版本之

外外，，还提供了独特的还提供了独特的““女女

王座王座””以及以及““22++11””的常的常

规座椅布局规座椅布局。。此外此外，，新宝新宝

骏骏 EE300300 PlusPlus 还会提供标还会提供标

准的准的““22++22””四座布局四座布局。。

““新宝骏新宝骏EE300300会在本月中会在本月中

下旬上市发售下旬上市发售。”。”上汽通上汽通

用五菱公关部人员说用五菱公关部人员说。。

新宝骏“弹眼落睛”
预售期间订单不断

本报记者 顾行成

44 月月 ，， 上 汽上 汽 MAXUSMAXUS

（（迈克萨斯迈克萨斯）） 国内外市场全国内外市场全

系整车销量达系整车销量达 97179717 辆辆，，同同

比 增 长比 增 长 77..66%% ，， 环 比 提 升环 比 提 升

2626%%。。其中其中，，国内市场同比国内市场同比

增长增长2222..11%%，，在整体车市下在整体车市下

行中又一次逆势上扬行中又一次逆势上扬。。

上汽上汽MAXUSMAXUS皮卡快速皮卡快速

回暖回暖，，44月销量达到了月销量达到了18291829

辆辆，，环比增长达环比增长达8282..44%%，，市市

场表现远优于行业整体水场表现远优于行业整体水

平平。。

近日近日，，上汽上汽MAXUSMAXUS向向

宜兴市公安消防大队交付了宜兴市公安消防大队交付了

88 辆辆 MAXUS TMAXUS T7070 皮卡皮卡，，使使

广大广大““通心粉通心粉””所熟识的上所熟识的上

汽皮卡化身汽皮卡化身““小红车小红车”，”，正正

式成为消防式成为消防““逆行者逆行者””的伙的伙

伴和后盾伴和后盾，，与消防英雄共同与消防英雄共同

进退进退。。

以乘用车标准打造以乘用车标准打造，，高高

颜值皮卡上汽颜值皮卡上汽MAXUS TMAXUS T7070

拥有国际五星安全基因拥有国际五星安全基因、、

““上汽上汽ππ””劲擎动力劲擎动力、、卓越卓越

驾乘体验驾乘体验，，以及以及 CC22BB 智能智能

定制模式的独特优势定制模式的独特优势，，能满能满

足各类用户的需求足各类用户的需求，，并给予并给予

用户非凡的驾乘体验用户非凡的驾乘体验。。

销量下滑还在继续销量下滑还在继续，，市市

场回暖似乎还很遥远场回暖似乎还很遥远？？据中据中

汽协的数据显示汽协的数据显示，，虽然第一虽然第一

季度轻型客车销量同比下降季度轻型客车销量同比下降

2323..33%%，，但但 44 月份月份，，一些一些““实实

力选手力选手””已经开始快速恢复已经开始快速恢复

状态状态。。

轻客市场轻客市场““主力队员主力队员””

上汽上汽MAXUSMAXUS 44月零售销量月零售销量

达达 41264126 辆辆 ，，同 比 增 长同 比 增 长

118118..33%% ；；批 售 销 量 达批 售 销 量 达 38203820

辆辆，，同比增长同比增长 5050..33%%；；11--44

月总批售销量达月总批售销量达 1073410734 辆辆，，

同比增长同比增长3232%%。。上汽上汽MAXMAX--

USUS 以高速逆势增长的趋势以高速逆势增长的趋势

为轻客市场提振信心为轻客市场提振信心。。

上汽上汽MAXUSMAXUS不仅在疫不仅在疫

情期间驰援抗疫前线情期间驰援抗疫前线，，更在更在

后疫情时代凭借后疫情时代凭借““中国智中国智

造造””的卓越产品实力的卓越产品实力，，为保为保

障人民生活贡献力量障人民生活贡献力量。。近近

日日 ，， 上 汽上 汽 MAXUSMAXUS 旗 下旗 下

MPV GMPV G1010 PLUSPLUS 在湖在湖

北武汉北武汉、、辽宁沈阳两地辽宁沈阳两地

光荣交付光荣交付““入伍入伍”，”，在彰显在彰显

军工品质的同时军工品质的同时，，表达了继表达了继

续做守护人民忠诚卫士的决续做守护人民忠诚卫士的决

心心。。

20192019年年，，上汽上汽MAXUSMAXUS

在 军 车 采 购 中在 军 车 采 购 中 ““ 连 中 三连 中 三

元元”，”，充分显示其充分显示其““军工品军工品

质车质车””的优质形象已经深入的优质形象已经深入

人心人心：：88 月月，，上汽上汽 MAXUSMAXUS

GG1010 PLUSPLUS 中标军方大单中标军方大单；；

1212 月月，，上汽上汽 MAXUS TMAXUS T6060

从国内各主流皮卡品牌最强从国内各主流皮卡品牌最强

产品产品PKPK中脱颖而出中脱颖而出，，以竞以竞

标排名第一的成绩标排名第一的成绩，，斩获军斩获军

方千辆皮卡采购大单方千辆皮卡采购大单；；同同

月月 ，， 上 汽上 汽 MAXUS VMAXUS V8080

PLUSPLUS 监护型救护车从国内监护型救护车从国内

外众多竞争产品中突出重外众多竞争产品中突出重

围围，，获军方近获军方近22亿元的采购亿元的采购

大单大单。。

另据了解另据了解，，为庆祝上汽为庆祝上汽

MAXUSMAXUS 皮卡上市皮卡上市

33 周周年年，，55

月月 66 日日 ，，

上汽上汽 MAXUS TMAXUS T7070 纪念版纪念版

车型上市车型上市，，官方指导价为官方指导价为

1111..9898万万~~1515..3838万元万元。。

除了推出高品质皮卡除了推出高品质皮卡

TT7070 纪 念 版 之 外纪 念 版 之 外 ，， 上 汽上 汽

MAXUSMAXUS 还为用户带来还为用户带来 11 万万

元的综合大礼包元的综合大礼包，，包括首付包括首付

3030%%起起、、22 年零利率优惠年零利率优惠、、

至高至高 40004000 元置换补贴等增元置换补贴等增

值礼遇值礼遇。。

随着全国积极推行复工随着全国积极推行复工

复产复产，，经济秩序逐渐恢复经济秩序逐渐恢复，，

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纷纷采取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纷纷采取

各种促生产各种促生产、、提销量的复工提销量的复工

措施助力措施助力““回血回血”，”，再加上再加上

多地发布了取消多地发布了取消、、放宽皮卡放宽皮卡

车进城限制的政策车进城限制的政策，，现在正现在正

是入手皮卡的好时机是入手皮卡的好时机。。在这在这

个市场复苏的关键档口个市场复苏的关键档口，，上上

汽汽MAXUSMAXUS接连在皮卡领域接连在皮卡领域

使出的上述两招使出的上述两招，，收获一大收获一大

波关注波关注。。

本报记者 林芸

本报通讯员 刘宾

继继33月销量同比增长月销量同比增长2626%%

之后之后，，上柴股份在上柴股份在44月份继续月份继续

高歌猛进高歌猛进，，实现销售实现销售 1451714517

台台，，同比增长同比增长 8585%%，，产销双产销双

双刷新单月历史新高双刷新单月历史新高。。

自自 22 月月 1010 日复工复产以日复工复产以

来来，，上柴股份围绕上柴股份围绕““主动求主动求

变变、、转型发展转型发展””的经营策的经营策

略略，，牢牢抓住上汽集团内外牢牢抓住上汽集团内外

两个市场两个市场，，千方百计向皮千方百计向皮

卡卡、、轻客轻客、、农机农机、、重卡重卡、、起起

重机等细分市场要增量重机等细分市场要增量，，把把

因疫情耽搁的时间抢回来因疫情耽搁的时间抢回来。。

上柴用好视频业务交流上柴用好视频业务交流、、试试

水直播带货等新的营销手段水直播带货等新的营销手段

在线上推广发电机组等新产在线上推广发电机组等新产

品品，，取得较好效果取得较好效果。。公司新公司新

老产品全面开花老产品全面开花，“，“大块头大块头””

EE 系列配套重卡快速上量系列配套重卡快速上量，，

““未来新星未来新星””MM 系列系列 （（上汽上汽

ππ）） 在皮卡市场放量增长在皮卡市场放量增长，，DD

系列和系列和 HH 系列在农机和起重系列在农机和起重

机配套领域也已创历史新高机配套领域也已创历史新高。。

用 户 口 中 简 单 的 一 句用 户 口 中 简 单 的 一 句

““上柴动力皮实上柴动力皮实、、耐用耐用”，”，道道

出了上柴严格执行出了上柴严格执行GPDPGPDP（（发发

动机产品开发流程动机产品开发流程）、）、打造差打造差

异化产品竞争优势的异化产品竞争优势的““硬硬

核核”，”，也道出了上柴逆势增长也道出了上柴逆势增长

的的““法宝法宝”。”。公司依托公司依托7070多年多年

的经验和传承的经验和传承，，对标国际先对标国际先

进技术进技术，，通过与世界知名研通过与世界知名研

究机构合作究机构合作，，实施高标准实施高标准

SOPSOP 验证的上柴验证的上柴 EE 系列系列““国国

六六bb””天然气发动机在天然气发动机在44月份月份

实现销量翻两番实现销量翻两番，，凭借产品凭借产品

力优势赢得用户信赖力优势赢得用户信赖。。

在快速应对市场变化及在快速应对市场变化及

疫情对供应链的影响方面疫情对供应链的影响方面，，

上柴推行智能制造与精益数上柴推行智能制造与精益数

字化管理字化管理，，通过设备通过设备““云云

眼眼”，”，实现实现““登云上网登云上网”，”，智智

能提效能提效，，按期交付每一张订按期交付每一张订

单单。。33 月底月底，，上柴订单大增上柴订单大增，，

公司发动广大员工开展协同公司发动广大员工开展协同

大作战大作战，，一场以一场以““保安全保安全、、

保质量保质量、、保供货保供货、、夺高产夺高产””

为主题的立功竞赛活动全面为主题的立功竞赛活动全面

打响打响。。生产厂锁定生产厂锁定JPDJPD（（日产日产

量量），），不完成任务不下班不完成任务不下班；；人人

力资源部寻求集团内人力增力资源部寻求集团内人力增

援和社招并举援和社招并举；；采购部派专采购部派专

人蹲点供应商人蹲点供应商，，打赢时间差打赢时间差

抢资源抢资源，，将一批批合格零部将一批批合格零部

件及时送上装配线件及时送上装配线；；质量保质量保

证部善用上百种防错装置证部善用上百种防错装置，，

让更多的让更多的““火眼金睛火眼金睛””紧盯紧盯

““质量门质量门”，”，确保生产一致性确保生产一致性。。

上柴夺高产同样得到集上柴夺高产同样得到集

团内部企业的大力支持团内部企业的大力支持，，目目

前已有多家兄弟单位的百名前已有多家兄弟单位的百名

““共享员工共享员工””前来增援前来增援，，他们他们

正在与上柴一线员工并肩作正在与上柴一线员工并肩作

战创佳绩战创佳绩。。某企业某企业““共享员共享员

工工””说说：“：“一个多月来一个多月来，，我深我深

深感受到上柴生产车间员工深感受到上柴生产车间员工

拼搏奉献拼搏奉献、、精益求精的精神精益求精的精神

状态状态。。造发动机需要精湛的造发动机需要精湛的

操作技能操作技能，，通过通过‘‘共享员共享员

工工’’这个平台这个平台，，让我得到了让我得到了

更全面的锻炼和提升更全面的锻炼和提升。”。”

上柴股份第二季度继续上柴股份第二季度继续

面临较大的订单交付压力面临较大的订单交付压力，，

公司总经理徐秋华向公司全公司总经理徐秋华向公司全

体员工发出动员令体员工发出动员令，，号召大号召大

家再接再厉家再接再厉，，抢抓机遇抢抓机遇，，向向

年度经营挑战目标奋勇前进年度经营挑战目标奋勇前进。。

本报记者 阮希琼

日前日前，，延锋推出了延锋推出了

““小延小延 UVUV 杀菌盒杀菌盒””的升的升

级版本级版本————““小延小延UVUV杀杀

菌卫士菌卫士LiteLite”。”。

据悉据悉，，新产品在耐久新产品在耐久

性性、、灵巧性灵巧性、、安全性安全性、、便便

利性等方面都有所提升利性等方面都有所提升。。

在耐久性方面在耐久性方面，“，“小延小延

UVUV 杀菌卫士杀菌卫士 LiteLite””采用采用

了工业级了工业级 LEDLED 灯灯，，拥有拥有

1000010000 小 时 超 长 使 用 寿小 时 超 长 使 用 寿

命命，，11颗灯珠等于其他品颗灯珠等于其他品

牌牌 LEDLED 的的 55--1010 倍倍；；在灵在灵

巧性方面巧性方面，，新产品仅有新产品仅有33

个鸡蛋的质量个鸡蛋的质量，，更轻巧更轻巧、、

便捷便捷；；在安全性方面在安全性方面，，新新

产品应用全景式移动捕捉产品应用全景式移动捕捉

技术技术，，当消费者靠近消毒当消费者靠近消毒

作业区时会自动停机并发作业区时会自动停机并发

出提醒出提醒，，同时拥有自动温同时拥有自动温

度检测功能度检测功能，，若产品运作若产品运作

过热会自动启动停机保过热会自动启动停机保

护护；；在便利性方面在便利性方面，，新产新产

品除了采用点烟器供电品除了采用点烟器供电

外外，，还能采用还能采用 USBUSB 数据数据

线供电线供电，，满足不同应用场满足不同应用场

景景。。值得一提的是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虽然

性能提升了性能提升了，“，“小延小延 UVUV

杀菌卫士杀菌卫士LiteLite””的价格却的价格却

更低更低，，仅售仅售399399元元。。

““产品刚推出产品刚推出，，我们我们

就不断地在收集市场反就不断地在收集市场反

馈馈，，了解消费者的需求了解消费者的需求。。

我们还招募了体验官我们还招募了体验官，，让让

他们来他们来‘‘吐槽吐槽’’产品的不产品的不

足足。”。”延锋相关负责人告延锋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诉记者，“，“作为延锋作为延锋 CC 端端

售卖的初步尝试售卖的初步尝试，，我们尽我们尽

心尽力心尽力，，力求为大家打造力求为大家打造

更多更好的产品更多更好的产品。”。”

贴近市场需求 产品全面升级

延锋推出全新UV杀菌盒上柴股份上柴股份44月产销创单月历史纪录月产销创单月历史纪录

多措并举夺高产

上汽皮卡
化身“小红车”

轻客零售翻番

G10 PLUS再“入伍”
入手皮卡好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