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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以及汽车市场整体承压的挑以及汽车市场整体承压的挑

战战，，上汽自主品牌通过产品上汽自主品牌通过产品

和服务的提升和服务的提升，，坚持品牌向坚持品牌向

上上，，为践行为践行““品牌强国品牌强国””战战

略略，，推动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中国制造向中国

创造转变创造转变””持续发力持续发力。。

55 月月 1010 日日，，上汽荣威以上汽荣威以

网络直播的方式举办网络直播的方式举办““荣威荣威

国潮红人馆国潮红人馆””暨上汽荣威品暨上汽荣威品

牌日活动牌日活动，，正式发布正式发布““双标双标

战略战略”，”，以全新的以全新的““RR标标””和和

新新““狮标狮标””这一这一““双标双标””共共

存的战略存的战略，，以两个以两个 LOGOLOGO、、

两种产品品类两种产品品类、、两套服务体两套服务体

系系，，力图带给消费者更好的力图带给消费者更好的

燃油车与高端新能源车的使燃油车与高端新能源车的使

用体验用体验，，合力推动荣威品牌合力推动荣威品牌

向更高端向更高端、、更年轻化的方向更年轻化的方向

迈进迈进。。

上汽集团副总裁上汽集团副总裁、、上汽上汽

乘用车公司总经理乘用车公司总经理、、技术中技术中

心主任杨晓东在直播时表心主任杨晓东在直播时表

示示，，开启开启““双标战略双标战略”，”，同时同时

推出推出 55 款新车款新车，，都承载着上都承载着上

汽荣威品牌汽荣威品牌““焕新向上焕新向上””的的

使命使命。。上汽荣威要打好上汽荣威要打好““三三

副牌副牌”，”，那就是那就是““新新”“”“国国””

““潮潮”。“”。“新新””就是品牌焕新就是品牌焕新，，

即双标战略及全数字化运营即双标战略及全数字化运营

模式创新模式创新；“；“国国””代表代表““国家国家

队队””实力实力，，上汽荣威将和高上汽荣威将和高

铁铁、、北斗等代表中国先进产北斗等代表中国先进产

业的产品业的产品，，一起出征迪拜世一起出征迪拜世

博会博会；“；“潮潮””则代表趋势则代表趋势，，从从

第一款互联网汽车荣威第一款互联网汽车荣威RXRX55

开始开始，，荣威一直引领汽车行荣威一直引领汽车行

业业““智能化智能化””的潮流的潮流。。

全新全新RR标作为荣威中高标作为荣威中高

端新能源车型专属标识端新能源车型专属标识，，将将

给消费者带来面向给消费者带来面向55GG时代的时代的

智慧出行新选择智慧出行新选择。。RR 标旗下标旗下

全球首款整舱交互全球首款整舱交互55GG量产车量产车

荣荣威威MARVEL-RMARVEL-R、、荣威荣威ERER66

的亮相的亮相，，让人感受到荣威品牌让人感受到荣威品牌

打造高端新能源车的决心打造高端新能源车的决心。。

值得一提的是值得一提的是，，RR 标将标将

着力构建荣威品牌服务新格着力构建荣威品牌服务新格

局局，，推出城市旗舰店推出城市旗舰店、、城市城市

中心店和城市商超店中心店和城市商超店，，并通并通

过在线体验中心过在线体验中心，，与各地合与各地合

作伙伴协同实现全国范围的作伙伴协同实现全国范围的

总部直营总部直营。。

全 新 狮 标 则 积 极 部 署全 新 狮 标 则 积 极 部 署

““年轻化战略年轻化战略”，”，以焕新的品以焕新的品

牌形象深耕传统燃油牌形象深耕传统燃油车领车领

域域。。新狮标旗下三辆新车荣新狮标旗下三辆新车荣

威威 RXRX55 PLUSPLUS、、荣 威荣 威 ii66

MAXMAX、、荣威荣威iMiM88 conconceptcept集体集体

亮相亮相，，带给消费者更为优化带给消费者更为优化

的产品功能和更为贴心的出的产品功能和更为贴心的出

行体验行体验。。

在汽车的在汽车的““存量时代存量时代”，”，

只有围绕用户需求只有围绕用户需求，，只有不只有不

断提升质量和服务断提升质量和服务，，坚持品坚持品

牌向上牌向上，，才能在残酷的市场才能在残酷的市场

竞争中站高望远竞争中站高望远。。

““上汽作为国有企业上汽作为国有企业，，做做

好自主品牌不仅仅是考核任好自主品牌不仅仅是考核任

务务，，更是要为整个中国汽车更是要为整个中国汽车

行业做榜样行业做榜样。”。”王晓秋在升任王晓秋在升任

上汽集团总裁后的第一次媒上汽集团总裁后的第一次媒

体会上曾表示体会上曾表示。。

继 荣 威 发 布继 荣 威 发 布 ““ 双 标 战双 标 战

略略””后后，，55 月月 1212 日日，，名爵品名爵品

牌也发布了以牌也发布了以““国际化国际化””为为

核心的全新品牌战略核心的全新品牌战略““MisMis--

sionsion 100100””：： 在 上 汽在 上 汽 ““ 新 四新 四

化化””战略指引下战略指引下，，名爵品牌名爵品牌

将力争在将力争在 20232023 年热销全球年热销全球

100100个地区个地区、、达成年销量达成年销量100100

万辆目标万辆目标。。未来未来1818个月个月，，名名

爵将有爵将有77款产品投放市场款产品投放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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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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日前，，上海展览中心上海展览中心

““五与上汽有个约五与上汽有个约‘‘惠惠’’””汽车汽车

嘉年华落幕嘉年华落幕。。数据显示数据显示，，55月月

11 日日--1212 日日，，上汽在上上汽在上海地区海地区

累计收获意向客户累计收获意向客户88..55万个万个，，

同比增长同比增长5858%%；；获得订单近获得订单近11

万份万份，，同比增长同比增长 2323%%。。而去而去

年年 55 月正值月正值““国五国五”“”“国六国六””

切换切换、、新能源汽车补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坡临贴退坡临

近近，，彼时汽车市场处于高彼时汽车市场处于高位位，，

因此这两个同比增长数字可因此这两个同比增长数字可

谓是谓是““含金量含金量十足十足”。”。

在在 ““ 五 与 上 汽 有 个 约五 与 上 汽 有 个 约

‘‘惠惠’’””现场现场，，经常会看到消经常会看到消

费者费者““包围包围””销售顾问的景销售顾问的景

象象。“。“消费者的购买热情越消费者的购买热情越

高高，，我们就越有干劲我们就越有干劲。”。”一名一名

销售顾问说销售顾问说。。

““即日起到即日起到66月底月底，，我们我们

的的‘‘约惠约惠’’活动还将继续活动还将继续。”。”

上汽集团总裁助理蔡宾说上汽集团总裁助理蔡宾说。。

据他介绍据他介绍，，为了感谢消为了感谢消

费者费者，，上汽大众大众品牌和上汽大众大众品牌和

上汽通用别克品牌各追加了上汽通用别克品牌各追加了

200200 辆五五折新能源车辆五五折新能源车；；名名

爵品牌特价供应爵品牌特价供应 100100 辆热销辆热销

的的HS SUVHS SUV；；继续赠送购置继续赠送购置

税税、、商业保险和免费保养商业保险和免费保养；；

还有各种低门槛的金融购车还有各种低门槛的金融购车

方案方案。。

““接下来接下来，，我们还要继续我们还要继续

在各区核心商圈和品牌在各区核心商圈和品牌44SS店店

举办两百余场线下活动举办两百余场线下活动。”。”蔡蔡

宾 说宾 说 ，“，“ 希 望 在希 望 在 ‘‘5555 购 物购 物

季季’’两个月的时间里两个月的时间里，，月均月均

销量环比一季度实现翻番销量环比一季度实现翻番。”。”

在沪上车市喜迎在沪上车市喜迎““小阳小阳

春春””的同时的同时，，海外也传来好海外也传来好

消息消息。。55 月初月初，，随着法国疫随着法国疫

情管控的逐步情管控的逐步““解封解封”，”，MGMG

在法国的旗舰店迎来了在法国的旗舰店迎来了““云云

开业开业”，”，通过视频直播在线上通过视频直播在线上

与与 270270 多家当地媒体以及广多家当地媒体以及广

大消费者见面大消费者见面。。这栋四层楼这栋四层楼

的旗舰店位于巴黎市中心老的旗舰店位于巴黎市中心老

佛爷百货附近佛爷百货附近，，可以为消费可以为消费

者提供者提供““看车看车、、选车选车、、买车买车、、用用

车车、、卖车卖车””全生命周期服务全生命周期服务。。

““云开业云开业””后仅半天时后仅半天时

间间 ，， 社 交 媒 体 账 号社 交 媒 体 账 号 ““MGMG

Motor ParisMotor Paris””的热度就超过的热度就超过

1010万万，，获取了获取了1010万多条销售万多条销售

线索线索，，吸引近万名粉丝关注吸引近万名粉丝关注。。

继英国继英国、、荷兰荷兰、、挪威之挪威之

后后，，法国成为法国成为 MGMG 登陆的第登陆的第

四个欧洲国家四个欧洲国家。。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33

月法国新车销量大跌月法国新车销量大跌 7272%%，，

但新能源汽车却逆市上扬但新能源汽车却逆市上扬，，33

月销量同比上涨月销量同比上涨 1212%%至至 77407740

辆辆。。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市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市

场目前对于零排放车辆的需场目前对于零排放车辆的需

求正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求正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

势势，，而而 MGMG 在法国上市的首在法国上市的首

款 产 品款 产 品 ——— 全 球 纯 电 动— 全 球 纯 电 动

SUV MG EZSSUV MG EZS将凭借这股将凭借这股

热潮热潮，，以此为切入点打开当以此为切入点打开当

地市场地市场。。 （宗何）

沪上车市喜迎小阳春，名爵法国旗舰店“云开业”

迎消费回暖，海内外市场齐发力

上汽乘用车荣威、名爵全新品牌战略相继发布

构造“品牌之梯”登高望远

55月月1010日日，，20202020中国上中国上

市公司品牌价值榜发布市公司品牌价值榜发布。。上上

汽集团位列总榜单第四名汽集团位列总榜单第四名，，

品牌价值高达品牌价值高达 47534753 亿元亿元。。

同时同时，，上汽集团海外品牌价上汽集团海外品牌价

值高达值高达196196亿元亿元，，在海外榜在海外榜

中排名第中排名第1616位位。。

据悉据悉，“，“20202020 中国上市中国上市

公司品牌价值榜公司品牌价值榜””由清华大由清华大

学学、、每日经济新闻联合推每日经济新闻联合推

出出。。基于基于 BEBE （（当期均衡财当期均衡财

务收益务收益）、）、BRBR（（行业品牌贡行业品牌贡

献比率献比率）、）、BPBP （（品牌收益强品牌收益强

度度））等核心指标等核心指标，，榜单对全榜单对全

球范围内中国上市公司的品球范围内中国上市公司的品

牌价值进行全面而科学的评牌价值进行全面而科学的评

估估，，备受资本市场关注备受资本市场关注。。今今

年年，，是该榜单连续发布的第是该榜单连续发布的第

四年四年，，而上汽也连续四年在而上汽也连续四年在

该榜单中名列前五该榜单中名列前五。。（宗何）

2020中国上市公司品牌价值榜发布

上汽集团位列总榜第四名

本报记者 甘文嘉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大

考下，中国车企通过承担

社会责任、直播带货、升

级品牌logo等方式，展现

了车企在品牌建设上的新

作为。在这次疫情中，汽

车销量减少了，但中国车

企的品牌力量却加强了。

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是

品牌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企业在挑战中迅速

转身的重要推动力。

为支持抗“疫”，上

汽大通加班加点为武汉制

造负压救护车；上汽乘用

车迅速推出带有空调消

毒、车内紫外线消毒盒子

的健康汽车；上汽还向奋

战在一线的白衣天使们送

上暖心关怀和周到服务。

与此同时，随着新一

代数字技术加速应用，中

国车企正通过互联网加速

品牌建设。

疫情发生后，品牌高

管直播带货，直面客户，

不仅带动了人气，同时还

挖掘了客户的直接需求，

更催生了服务升级。在

“55购物节”期间，上汽

在推出多项购车优惠措施

的同时，线上、线下联动

促进消费回暖。不仅如

此，上汽还举办了“上汽

品牌之夜”活动，“品牌

夜”“购物节”交汇，共

同放大自主品牌的市场影

响力，疫情期间被抑制的

汽车消费需求得到充分释

放。

为了在战略层面抓住

市场环境改变带来的机

遇，品牌焕新是必须做出

的调整。这两年，许多国

际品牌完成了logo的升级

更新，发布全新品牌战

略。5月10日，上汽荣威

发布了荣威新狮标与全新

R标，成为今年第一个升

级品牌logo的自主品牌。

此次疫情中，中国能

量的胜出，正是时代赋予

中国汽车品牌的最佳机

遇。中国汽车品牌正在满

怀自信、一步一个脚印地

走向全球。上汽正充分发

挥“新四化”发展的溢出

效应，将高品质的产品和

服务带给全球 60 余个国

家和地区的消费者，在海

内外塑造高品质的“上海

制造”形象。5 月 7 日，

名爵汽车法国首家旗舰店

“云开业”，旗下首款全球

纯电动 SUV MG EZS 即

将在法国上市。上汽荣威

还将和高铁、北斗等代表

中国先进产业的产品一起

出征迪拜世博会。

疫情必将结束，但疫

情期间尝试的品牌创建新

模式是不会结束的，将与

传统模式相伴相生。在消

费升级与科技力量的推动

下，中国汽车品牌将不断

昂扬向上。

中国汽车品牌力量在加强

汽车消费热情被点燃

约“惠”还将延续

新能源汽车助力

名爵冲击法国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