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法国跑出“上汽速度”

法国时间法国时间 55 月月 77 日日，，上汽上汽

集团名爵汽车法国首家品牌店集团名爵汽车法国首家品牌店

在巴黎在巴黎““云开业云开业”，”，旗下首款旗下首款

全球纯电动全球纯电动SUVSUV————MG EMG EZSZS

在法国正式上市在法国正式上市。。

““I'm so excited today!I'm so excited today!””

法国时间法国时间55月月77日日，，上汽名爵上汽名爵

巴黎店总经理巴黎店总经理 SergeSerge站在巴黎站在巴黎

的成功大街上慷慨激昂的成功大街上慷慨激昂，，背后背后

的的 MG logoMG logo 在阳光下熠熠生在阳光下熠熠生

辉辉。。镜头那端镜头那端，，是是200200余家法余家法

国媒体和上汽国际欧洲团队的国媒体和上汽国际欧洲团队的

全体员工们全体员工们，，他们通过这种特他们通过这种特

殊的殊的““云上市云上市””方式方式，，共同见共同见

证证MGMG品牌重返巴黎的时刻品牌重返巴黎的时刻。。

SergeSerge 是 个 典 型 的 法 国是 个 典 型 的 法 国

人人。。为了筹备巴黎店的开业为了筹备巴黎店的开业，，

在疫情封锁期间在疫情封锁期间，，他就带着他就带着44

名工人亲力亲为完成店内外的名工人亲力亲为完成店内外的

装修工作装修工作。。在多数法国人在家在多数法国人在家

隔离的时候隔离的时候，，他在巴黎街头为他在巴黎街头为

了办执照了办执照、、办税务办税务、、装修审批装修审批

而忙进忙出而忙进忙出。。就这样就这样，，他带着他带着

团队在法国的团队在法国的““至暗时刻至暗时刻””前前

进着进着，，每一天都是一个小胜每一天都是一个小胜

利利。。

将时间拉回到将时间拉回到 33 个月前个月前，，

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法国处于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法国处于

““战时状态战时状态”。”。与此同时与此同时，，上汽上汽

名爵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名爵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抢滩抢滩

登陆战登陆战””也在法国巴黎打响也在法国巴黎打响。。

去 年去 年 1212 月 进 行 商 务 谈月 进 行 商 务 谈

判判，，今年今年 11 月确定营销模式月确定营销模式，，

22月签约月签约，，33月展厅定址月展厅定址，，44月月

装装修修、、进车进车，，名爵巴黎品牌展名爵巴黎品牌展

厅开业紧锣密鼓地筹备着厅开业紧锣密鼓地筹备着。。这这

些看似寻常的工作些看似寻常的工作，，在特殊的在特殊的

疫情期间都已不再寻常疫情期间都已不再寻常。。即便即便

如此如此，，上汽国际也没有忘记上汽国际也没有忘记

““全球抗疫全球抗疫”，”，为法国红十字会为法国红十字会

捐赠了捐赠了1010万只口罩万只口罩。。

55 月月 77 日日，，店面如期店面如期““云云

开业开业”。”。44 天后天后，，法国法国““解解

封封”，”，上汽名爵巴黎旗舰店也上汽名爵巴黎旗舰店也

在满足防疫要求的前提下开展在满足防疫要求的前提下开展

运营运营。。开业前开业前，，上汽欧洲已将上汽欧洲已将

开业需要的开业需要的““粮草粮草””———消毒—消毒

药品药品、、工具及口罩提前准备到工具及口罩提前准备到

位位，，帮助巴黎店在第一时间取帮助巴黎店在第一时间取

得政府开业许可得政府开业许可。。店内工作人店内工作人

员严格按照政府要求进行消毒员严格按照政府要求进行消毒

杀菌杀菌。。这一切都承载着上汽欧这一切都承载着上汽欧

洲团队对洲团队对““出海出海””事业的热事业的热

情情，，以及国际合作伙伴们对品以及国际合作伙伴们对品

牌的信任与热爱牌的信任与热爱。。

为了更好地配合国内外工为了更好地配合国内外工

作节奏作节奏，，中方团队延续了中方团队延续了““中中

国国++欧洲时间欧洲时间””工作模式工作模式，，上上

午开始中国时间正常上班午开始中国时间正常上班，，下下

午到深夜同法国经销商团队沟午到深夜同法国经销商团队沟

通对接通对接，，硬是在国内过上了硬是在国内过上了

““欧洲时间欧洲时间”。”。他们的热情与投他们的热情与投

入入，，激励着法方的每一位成激励着法方的每一位成

员员。“。“跨时区随时保持连线跨时区随时保持连线””

成为整个团队的工作常态成为整个团队的工作常态，，原原

来在法国人词典中不可能出现来在法国人词典中不可能出现

的的““加班加班”，”，竟然也纳入了法竟然也纳入了法

国名爵人的词库国名爵人的词库。。

团队能如此迅速地融合团队能如此迅速地融合，，

得益于上汽集团拥有得益于上汽集团拥有 3030 多年多年

的合资经验的合资经验，，积累了大量和外积累了大量和外

方团队协同合作的成功经验方团队协同合作的成功经验。。

当然当然，，要在传统汽车强国要在传统汽车强国

站稳脚跟站稳脚跟，，需要克服的绝不仅需要克服的绝不仅

仅是疫情仅是疫情。。法国电动车市场中法国电动车市场中

本土品牌市占率超过本土品牌市占率超过7070%%，，当当

地消费者对本土品牌极度崇地消费者对本土品牌极度崇

尚尚，，这些才是上汽国际欧洲团这些才是上汽国际欧洲团

队面对的真正挑战队面对的真正挑战。。（龚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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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担当主动担当 逆势而上逆势而上 抢占先机抢占先机

携手行业巨头
构建产业生态圈

为回馈广大用户的厚为回馈广大用户的厚

爱爱，，上汽荣威上汽荣威““国潮新礼国潮新礼

遇遇，，承诺只为你承诺只为你””———用—用

户关怀焕新计划正式上户关怀焕新计划正式上

线线，，服务焕新服务焕新、、承诺升承诺升

级级。。即日起即日起，，下载上汽荣下载上汽荣

威威APPAPP，，荣威车主即可免荣威车主即可免

费领取费领取 8888 折基础保养优折基础保养优

惠券惠券，，并且全系车型可并且全系车型可

享享。。未来未来，，荣威品牌将荣威品牌将

““月月有惊喜月月有惊喜”，”，不断为用不断为用

户带来高品质的服务体户带来高品质的服务体

验验。。

同时同时，，上汽荣威还宣上汽荣威还宣

布了三项售后服务承诺布了三项售后服务承诺：：

承诺一承诺一，，在在 APPAPP 上预约上预约

保养保养，，到店保养到店保养 6060 分钟分钟

内完成内完成，，若超时则赠送一若超时则赠送一

次保养次保养；；承诺二承诺二，，在在APPAPP

上预约维修上预约维修，，到店维修到店维修

1515 分 钟 内 开 工分 钟 内 开 工 ，， 若 超若 超

时时，，免人工费并赠送一次免人工费并赠送一次

保养保养；；承诺三承诺三，，现场接现场接

车车、、交车严格执行交车严格执行 1616 项项

服务标准服务标准，，任一项未执任一项未执

行行，，则赠送一次保养则赠送一次保养。。

荣威用户关怀焕新计划上线

本报记者 吴琼

足不出户足不出户，，线上完成订线上完成订

车车、、贷款全流程贷款全流程，，如今已经如今已经

成为现实成为现实。。

回忆起买车回忆起买车、、贷款的过贷款的过

程程，，赵先生说赵先生说：“：“太方便了太方便了，，

全线上全线上，，买车买车、、贷款都省时贷款都省时

省力了省力了，，也不用担心材料是也不用担心材料是

否 齐 全否 齐 全 ，， 一 次 次 跑一 次 次 跑 44SS 店店

了了。”。”44 月月 1010 日日，，上汽大通上汽大通

DD9090 ProPro上市上市，，赵先生当晚赵先生当晚

就在线上完成选配定制就在线上完成选配定制，，并并

下了订单和贷款申请下了订单和贷款申请，，迅速迅速

通过了预审批通过了预审批。“。“周末周末，，我通我通

过上汽财务的过上汽财务的‘‘好车好车 ee 贷贷’’

APPAPP 提交个人信息提交个人信息，，按照提按照提

示上传了申请材料示上传了申请材料。”。”赵先生赵先生

说说，“，“审批通过后审批通过后，，我又在我又在

APPAPP 上签好了贷款合同上签好了贷款合同。。现现

在就等交车了在就等交车了。”。”

令赵先生印象最深刻的令赵先生印象最深刻的

是是““好车好车 ee 贷贷””平台平台，，它是它是

上汽财务公司打造的互联网上汽财务公司打造的互联网

汽车金融服务平台汽车金融服务平台。。上汽财上汽财

务互联网金融部员工刘晓燕务互联网金融部员工刘晓燕

说说：“：“疫情加速了汽车贷款的疫情加速了汽车贷款的

全线上化全线上化。”。”

““疫情期间疫情期间，，上汽财务上汽财务

上下配合上下配合，，快速上线了这款快速上线了这款

可以全线上跑完贷款流程可以全线上跑完贷款流程

的的 APPAPP。。客户自助上传贷款客户自助上传贷款

信息信息、、影像资料影像资料，，经销商和经销商和

客户各自在线上签署合同客户各自在线上签署合同，，

一整套流程打通一整套流程打通。”。”刘晓燕告刘晓燕告

诉记者诉记者，“，“购车者可以在线上购车者可以在线上

填信息填信息、、提交资料提交资料，，将个人将个人

身份证身份证、、银行卡等信息直接银行卡等信息直接

拍照上传到拍照上传到APPAPP上上。。在风控在风控

部门的全力配合下部门的全力配合下，，我们设我们设

置了直接面向客户的电子合置了直接面向客户的电子合

同签约流程同签约流程，，让消费者足不让消费者足不

出户出户，，也能申请贷款也能申请贷款。”。”

目前目前，“，“好车好车ee贷贷””的全的全

线上贷款流程除了在上汽大线上贷款流程除了在上汽大

通电商平台通电商平台 DD9090 ProPro 项目中项目中

提供全国服务外提供全国服务外，，还选择了还选择了

几个城市试点经销商几个城市试点经销商44SS店的店的

单店服务单店服务，，如福州如福州、、泉州泉州、、

昆明等城市昆明等城市。。上汽财务称上汽财务称，，

随着技术进一步成熟和完随着技术进一步成熟和完

善善，“，“好车好车ee贷贷””的全线上贷的全线上贷

款流程将会推向更多城市款流程将会推向更多城市。。

已经试点的多家经销商已经试点的多家经销商

尝到了甜头尝到了甜头。。使用线上全流使用线上全流

程贷款后程贷款后，，44SS店的融资业务店的融资业务

将实现降本增效将实现降本增效。。上汽财务上汽财务

互联网金融部员工朱文勋向互联网金融部员工朱文勋向

记者算了一笔帐记者算了一笔帐：“：“如果一笔如果一笔

汽车金融贷款全部在线上完汽车金融贷款全部在线上完

成成，，与过去相比与过去相比，，44SS店融资店融资

经理通常可以节省约经理通常可以节省约 4040 分分

钟钟，，省下来的时间省下来的时间，，融资经融资经

理可以更专注地给客户做贷理可以更专注地给客户做贷

款产品的介绍和服务款产品的介绍和服务。”。”

疫情爆发后迅速推出的疫情爆发后迅速推出的

““全线上化全线上化””创新升级创新升级，，不仅不仅

打破了传统贷款业务的空间打破了传统贷款业务的空间

限制限制，，而且令而且令““好车好车 ee 贷贷””

迈上了一站式汽车金融新零迈上了一站式汽车金融新零

售服务平台的新台阶售服务平台的新台阶。“。“好车好车

ee 贷贷””互联网金融平台创立互联网金融平台创立

至今至今，，累计注册用户数超过累计注册用户数超过

440440万万，，全站日均浏览量近全站日均浏览量近22

万万，，有效促进了汽车金融业有效促进了汽车金融业

务线上务线上、、线下融合线下融合。。

近期近期，，上汽通用五菱上汽通用五菱

河西基地首条无人驾驶物河西基地首条无人驾驶物

流线路完成交付流线路完成交付。。目前目前，，

无人驾驶物流线路已在公无人驾驶物流线路已在公

司河西基地和宝骏基地实司河西基地和宝骏基地实

现批量覆盖现批量覆盖，，共计共计 1616 条条

线路线路、、7575 辆无人驾驶车辆无人驾驶车

辆投入使用辆投入使用。。在无人驾驶在无人驾驶

物流技术应用于企业运营物流技术应用于企业运营

方面方面，，上汽通用五菱再进上汽通用五菱再进

一阶一阶。。

上汽通用五菱无人驾上汽通用五菱无人驾

驶物流可开启驶物流可开启““77xx2424 小小

时时””全天候运作全天候运作，，并具备并具备

响应速度快响应速度快、、操作精准操作精准、、

流通顺畅等优势流通顺畅等优势，，这使得这使得

物流运输能更贴合生产经物流运输能更贴合生产经

营节奏营节奏，，实现物流运输效实现物流运输效

率最大化率最大化。。目前目前，，无人驾无人驾

驶物流线路行驶里程已超驶物流线路行驶里程已超

过过1500015000公里公里。。

无人驾驶物流线路覆无人驾驶物流线路覆

盖总装物流盖总装物流、、发动机物发动机物

流流、、冲压物流冲压物流、、车身物流车身物流

等场景等场景，，单条运输线路节单条运输线路节

省人工成本高达省人工成本高达 5050%%以以

上上。。尤其在疫情防控期尤其在疫情防控期

间间，，无人驾驶物流不仅解无人驾驶物流不仅解

决了人力紧缺的问题决了人力紧缺的问题，，还还

通过无人化通过无人化、、程式化作程式化作

业业，，在输出稳定可靠运力在输出稳定可靠运力

的同时的同时，，实现了物流实现了物流““00

接触接触”，”，有效降低了因接有效降低了因接

触产生的交叉感染风险触产生的交叉感染风险，，

对公司生产稳中向好发展对公司生产稳中向好发展

起到了积极作用起到了积极作用。。

上汽财务疫情下的金融创新上汽财务疫情下的金融创新
键上搞定汽车贷款

“至暗时刻”勇敢前行

疫情期的“抢滩登陆战”

法国人“爱上加班”

55月月1212日日，，即将步入即将步入

品牌新百品牌新百年的名爵宣布年的名爵宣布

““MissionMission 100100””全新品牌全新品牌

战略战略，，这其中就包含这其中就包含““力力

争用户满意度争用户满意度100100%%”。”。时时

隔不到半个月隔不到半个月，，名爵又创名爵又创

新推出服务承诺新推出服务承诺：：用户现用户现

场监督场监督 1616 项服务标准项服务标准，，

承诺任一项未执行承诺任一项未执行，，立享立享

监督奖励监督奖励，，赠送一次保赠送一次保

养养。。

此次新承诺包含此次新承诺包含88项项

接车和接车和 88 项交车服务标项交车服务标

准准，，任一项未执行任一项未执行，，立享立享

监督奖励监督奖励，，赠送一次保赠送一次保

养养。。通过通过““新零售新零售””线线

上上、、线下服务一体化线下服务一体化，，用用

户在手机上即可用户在手机上即可用 MGMG

Live APPLive APP 一 键 预 约 保一 键 预 约 保

养养，，超方便超方便，，6060 分钟内分钟内

完成服务完成服务，，超时赠送一次超时赠送一次

保养保养；；维修维修 1515 分钟内开分钟内开

工工，，超时免人工费超时免人工费，，再送再送

一次保养一次保养。。 （王瑾）

名爵推出多项服务承诺，

APP一键预约

上汽通用五菱无人驾驶物流

升级落地

上汽国际欧洲团队巴黎开店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