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席记者 阮希琼

““只要用只要用APPAPP，，就能就能

在自己的手机上操控一在自己的手机上操控一

部云手机部云手机，，所有的业务所有的业务

信息和客户信息都在云信息和客户信息都在云

端端。”。”上汽乘用车数据及上汽乘用车数据及

信息系统部相关负责人信息系统部相关负责人

向记者介绍向记者介绍，，这是他们这是他们

积极探索智慧办公积极探索智慧办公22..00的的

成果之一成果之一。。不久后不久后，，他他

们将带着这一成果走进们将带着这一成果走进

上 汽上 汽 Tech ShowTech Show 的 现的 现

场场。。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让不少员工的工炎疫情让不少员工的工

作方式发生了变化作方式发生了变化。。上上

汽乘用车数据及信息系汽乘用车数据及信息系

统部立马行动了起来统部立马行动了起来，，

他 们 与 各 业 务 部 门 合他 们 与 各 业 务 部 门 合

作作，，积极开拓智慧办公积极开拓智慧办公

新领域新领域，，保障业务部门保障业务部门

日常工作的正常运行日常工作的正常运行。。

““疫情让大家对智慧疫情让大家对智慧

办公有了新的认识办公有了新的认识，，而而

把 握 数 字 化 变 革 的 机把 握 数 字 化 变 革 的 机

遇遇，，是疫情下转危为机是疫情下转危为机

的关键的关键。”。”上汽乘用车数上汽乘用车数

据及信息系统部积极践据及信息系统部积极践

行首席数字官张亮提出行首席数字官张亮提出

的的““以绿色以绿色、、高效高效、、智智

能能、、安全的办公理念安全的办公理念，，

搭建搭建‘‘上汽智秀上汽智秀’’平台平台”。”。

据介绍据介绍，，在这个平在这个平

台上台上，，员工办公不再受员工办公不再受

时间和空间的束缚时间和空间的束缚，，在在

家就可以利用手机登录家就可以利用手机登录

安全邮箱安全邮箱、、网盘等移动网盘等移动

应用应用，，高效地进行工作高效地进行工作

交流交流、、收发邮件收发邮件，，以及以及

文件下载文件下载、、上传和查阅上传和查阅

等日常工作等日常工作。。同时配合同时配合

公司移动服务门户公司移动服务门户““同同

行行””APPAPP，，快速推出服快速推出服

务应用务应用，，保障员工安全保障员工安全

工作工作。。

““如何在平衡保障企如何在平衡保障企

业业务安全性和用户体业业务安全性和用户体

验的同时验的同时，，不侵犯员工不侵犯员工

个人隐私个人隐私，，是我们重点是我们重点

关注的问题关注的问题。”。”相关负责相关负责

人介绍人介绍。。目前目前，，上汽乘上汽乘

用车通过安全机制和技用车通过安全机制和技

术手段术手段，，实现了实现了““云云、、

管管、、端端””全方位全方位、、多维多维

度的一体化安全保障度的一体化安全保障，，

快速构建起一个灵活易快速构建起一个灵活易

用的移动信息系统用的移动信息系统，，实实

现业务快速交付现业务快速交付。。在确在确

保工作应用运行在安全保工作应用运行在安全

工作空间的同时工作空间的同时，，该平该平

台还实现了个人应用和台还实现了个人应用和

工作应用的隔离工作应用的隔离，，既充既充

分尊重员工的个人隐私分尊重员工的个人隐私，，

又为应用提供安全和应又为应用提供安全和应

用级数据防泄露能力用级数据防泄露能力。。

““上汽智秀上汽智秀””平台上平台上

线线 22 个多月来个多月来，，在多个在多个

业务部门业务部门、、近近 200200 名员名员

工中进行了部署与实施工中进行了部署与实施

应用应用。“。“确实很方便确实很方便，，提提

高了工作效率高了工作效率。”。”各业务各业务

部门切实体会到了移动部门切实体会到了移动

办公的便利和价值办公的便利和价值。。

这给了上汽乘用车这给了上汽乘用车

数 据 及 信 息 系 统 部 信数 据 及 信 息 系 统 部 信

心心。“。“如何将我们的数字如何将我们的数字

化能力拓展至更多的应化能力拓展至更多的应

用场景用场景？”？”很快很快，，他们有他们有

了新的思考了新的思考，，将移动办将移动办

公拓展到了汽车营销领公拓展到了汽车营销领

域域。“。“我们分析我们分析，，在销售在销售

工作中工作中，，业务人员在使业务人员在使

用社交应用时存在许多用社交应用时存在许多

问题及风险问题及风险。。比如比如，，员员

工在沟通过程中虚假宣工在沟通过程中虚假宣

传传，，过度承诺客户过度承诺客户，，企企

业无法对其进行核查业无法对其进行核查；；

又如又如，，离职员工直接带离职员工直接带

走社交应用中的客户信走社交应用中的客户信

息息，，这会造成企业客户这会造成企业客户

信息流失信息流失。。一般企业的一般企业的

做法是做法是，，业务人员统一业务人员统一

配发一台工作手机配发一台工作手机，，但但

流程繁复流程繁复，，管控弱管控弱，，维护维护

成本高成本高。”。”相关负责人介相关负责人介

绍说绍说，“，“我们上线了云手我们上线了云手

机助力移动营销工作机助力移动营销工作。”。”

据介绍据介绍，，通过云手通过云手

机机，，员工可以随时随地员工可以随时随地

利用自己的手机控制云利用自己的手机控制云

手机手机，，整个过程数据不整个过程数据不

落地落地，，确保企业数据安确保企业数据安

全全。。同时同时，，企业可以统企业可以统

一管理后台客户资源一管理后台客户资源，，

根据每个员工的实际业根据每个员工的实际业

务 能 力务 能 力 ，， 进 行 业 务 分进 行 业 务 分

配配，，帮助员工提升工作帮助员工提升工作

效率效率，，并实时监测金额并实时监测金额

交易交易、、敏感内容敏感内容、、账户账户

行为等潜在风险问题行为等潜在风险问题。。

““我们将云手机与移我们将云手机与移

动营销相结合动营销相结合，，打算率打算率

先在上汽乘用车直营店先在上汽乘用车直营店

的营销人员中应用的营销人员中应用。”。”相相

关负责人说关负责人说，“，“未来未来，，我我

们将不断探索新领域们将不断探索新领域，，

根据上汽乘用车业务场根据上汽乘用车业务场

景的需求景的需求，，不断输出场不断输出场

景化的安全能力景化的安全能力。”。”

见习记者 周小迪

近日近日，，上汽宁德基地入上汽宁德基地入

选选““20202020 年中国标杆智能工年中国标杆智能工

厂厂”。“”。“能获得能获得‘‘中国标杆智中国标杆智

能工厂能工厂’’这个称号这个称号，，大家都大家都

特别高兴特别高兴。”。”上汽宁德基地信上汽宁德基地信

息系统经理许恒笑着说息系统经理许恒笑着说，“，“对对

我们来说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值得欣这是一个值得欣

慰的阶段性成果慰的阶段性成果。。接下来接下来，，

我们还要继续深化智能制造我们还要继续深化智能制造

体系体系。”。”

相较于传统工厂相较于传统工厂，，上汽上汽

宁德基地通过智能化系统来宁德基地通过智能化系统来

提升生产效率提升生产效率，，成果显著成果显著。。

自去年自去年88月份正式投产以来月份正式投产以来，，

上汽宁德基地已经实现交付上汽宁德基地已经实现交付

周期缩短周期缩短 1010%%、、生产效率提生产效率提

高高 4848%%、、产品产量提高产品产量提高 5050%%、、

质量缺陷降低质量缺陷降低 3636%%等成效等成效，，

大大降低了制造成本大大降低了制造成本。。

““对于老工厂和改造工厂对于老工厂和改造工厂

来说来说，，重新规划生产车间会重新规划生产车间会

有条条框框的限制有条条框框的限制。”。”许恒介许恒介

绍说绍说，“，“但上汽宁德基地是一但上汽宁德基地是一

张白纸张白纸，，我们总结了十多年我们总结了十多年

来的规划经验来的规划经验，，从零开始打从零开始打

造了这座智能化工厂造了这座智能化工厂。”。”

高度自动化和网络互联高度自动化和网络互联

是宁德智能工厂的两大特是宁德智能工厂的两大特

点点。。以目前生产的名爵以目前生产的名爵HSHS为为

例例，，其车身车间共配备了其车身车间共配备了511511

台机器人台机器人，，焊接自动化率达焊接自动化率达

100100%%。。其中其中，，顶盖自动激光顶盖自动激光

钎焊钎焊、、顶盖天窗自动滚边等顶盖天窗自动滚边等

先进工艺设备能保证车顶强先进工艺设备能保证车顶强

度提高度提高 2525%%。。此外此外，，上汽宁上汽宁

德基地的油漆车间采用德基地的油漆车间采用100100%%

机器人自动喷涂技术机器人自动喷涂技术，，总装总装

车间也配备了车间也配备了200200多把高精度多把高精度

电动电动 QCOSQCOS 扭矩枪来确保螺扭矩枪来确保螺

栓紧固到位栓紧固到位。。

同时同时，，上汽宁德基地还上汽宁德基地还

通过网络互联加持了通过网络互联加持了““大大

脑脑””控制端控制端，，工业大数据平工业大数据平

台能连接台能连接500500多辆在制车辆多辆在制车辆、、

20002000 多个智能终端设备多个智能终端设备、、超超

1000010000个传感器个传感器，，实现亿级数实现亿级数

据实时采集据实时采集、、秒级分析反秒级分析反

馈馈；；在生产过程中在生产过程中，，质量显质量显

著提升著提升，，和一线豪华品牌比和一线豪华品牌比

起来也不遑多让起来也不遑多让。。

““每辆名爵每辆名爵 HSHS 下线后下线后，，

都会建立全生命周期的质量都会建立全生命周期的质量

数字档案数字档案。”。”相关负责人介绍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说，“，“这能很好地支持售后服这能很好地支持售后服

务务，，也能反哺工厂持续改进也能反哺工厂持续改进

质量质量。”。”

供应链上下游的信息越供应链上下游的信息越

透明透明，，整个供应链的运营成整个供应链的运营成

本就越低本就越低。。

上汽宁德基地的数字供上汽宁德基地的数字供

应链协同平台在线连接了超应链协同平台在线连接了超

过过700700个零部件供应商个零部件供应商，，一起一起

构建了一个实时在线智慧供构建了一个实时在线智慧供

应链生态圈应链生态圈。。在零部件库存在零部件库存

信息准确信息准确、、透明的基础上透明的基础上，，

不管是工厂内部的供货安不管是工厂内部的供货安

排排、、仓储的精细化管理仓储的精细化管理，，还还

是物流运输计划都能做到更是物流运输计划都能做到更

经济经济、、更高效更高效。。据相关数据据相关数据

显示显示，，上汽宁德基地的到货上汽宁德基地的到货

及时率及时率≥≥9595%%，，现场物流占地现场物流占地

面积节约面积节约1212%%。。

““疫情期间疫情期间，，工厂能够快工厂能够快

速地复工复产速地复工复产，，也有智慧供也有智慧供

应链的一份功劳应链的一份功劳”。”。许恒介绍许恒介绍，，

““有了透明的供应链体系有了透明的供应链体系，，零零

部件的库存信息一目了然部件的库存信息一目了然，，

工厂能很快地制订出生产恢工厂能很快地制订出生产恢

复方案和零部件供货计划复方案和零部件供货计划。”。”

虽然上汽宁德基地的智虽然上汽宁德基地的智

能化系统已经落地了能化系统已经落地了，，但后但后

续仍有很多细节可以优化续仍有很多细节可以优化。。

目前目前，，乘用车的智能制造团乘用车的智能制造团

队正在进一步建立智能化系队正在进一步建立智能化系

统的配套子项目统的配套子项目，，让工厂变让工厂变

得更得更““聪明聪明”。”。

““举一个例子举一个例子，，原来机器原来机器

拧螺栓只要扭矩达到标准就拧螺栓只要扭矩达到标准就

算合格算合格。”。”许恒介绍说许恒介绍说，“，“为为

了进一步提升制造质量了进一步提升制造质量，，我我

们开发了质量分析系统们开发了质量分析系统，，用用

来监测拧螺栓过程中的扭矩来监测拧螺栓过程中的扭矩

变化曲线是否和标准曲线保变化曲线是否和标准曲线保

持一致持一致。。如果螺栓拧紧的实如果螺栓拧紧的实

际曲线和标准曲线偏差比较际曲线和标准曲线偏差比较

大大，，就意味着螺栓在拧紧过就意味着螺栓在拧紧过

程中出现了异常程中出现了异常，，很有可能很有可能

存在质量风险存在质量风险，，需要进一步需要进一步

排查排查。”。”

上汽宁德基地的智能化上汽宁德基地的智能化

发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发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许许

恒和他所在的团队信心满恒和他所在的团队信心满

满满。“。“智能制造系统需要持续智能制造系统需要持续

地完善和优化地完善和优化。”。”许恒笑着许恒笑着

说说，“，“今后今后，，我们也会把成功我们也会把成功

经验分享给其他生产基地经验分享给其他生产基地，，

共同提升公司的智能制造水共同提升公司的智能制造水

平平。”。”

这家“标杆智能工厂”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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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融结合产融结合，，安吉保理保障供应链安全安吉保理保障供应链安全

上汽宁德基地降本增效成果显著

把握机遇把握机遇 练好内功练好内功 打造发展新亮点打造发展新亮点

本报记者 吴琼

近日近日，，上汽安吉商业保上汽安吉商业保

理有限公司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以下简称““安安

吉保理吉保理”）”） 举行了揭牌仪举行了揭牌仪

式式。。什么是保理业务什么是保理业务？？这个这个

时候成立保理公司时候成立保理公司，，意义何意义何

在在？？安吉保理的下一步发展安吉保理的下一步发展

目标是什么目标是什么？？

据介绍据介绍，，在一些买卖交在一些买卖交

易过程中易过程中，，通常会因为种种通常会因为种种

原因原因，，致使卖方不能及时收致使卖方不能及时收

回账款回账款，，从而影响企业资金从而影响企业资金

周转周转。。保理保理，，全称保付代全称保付代

理理，，简单地说简单地说，，就是保理商就是保理商

为卖方提供应收账款的贸易为卖方提供应收账款的贸易

融资等增值服务融资等增值服务。。近两年近两年，，

国内汽车市场整体遇冷国内汽车市场整体遇冷，，再再

加上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影加上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响，，对汽车产业链上游零部对汽车产业链上游零部

件企业产生较大冲击件企业产生较大冲击，，一些一些

原本资金充沛的企业与供应原本资金充沛的企业与供应

商也会或多或少地面临资金商也会或多或少地面临资金

问题问题。。开展以保理为代表的开展以保理为代表的

供应链金融业务供应链金融业务，，为产业链为产业链

上游企业上游企业，，尤其是中小零部尤其是中小零部

件供应商提供融资服务件供应商提供融资服务，，对对

保障企业供应链安全有着重保障企业供应链安全有着重

要的战略意义要的战略意义。。

从从 20182018 年下半年开始年下半年开始，，

上汽金融板块在上汽集团一上汽金融板块在上汽集团一

些下属企业试点推进供应链些下属企业试点推进供应链

金融金融，，业务逐步扩展到上汽业务逐步扩展到上汽

红岩红岩、、上汽大通上汽大通、、上汽跃上汽跃

进进、、南京依维柯南京依维柯。。同时同时，，安安

吉物流当前物流体系的供应吉物流当前物流体系的供应

商也有供应链金融业务需商也有供应链金融业务需

求求，，安吉物流从安吉物流从 20162016 年起年起，，

累计对累计对1212家体系内运输及仓家体系内运输及仓

储供应商提供相关服务储供应商提供相关服务。。在在

上汽集团的统筹安排下上汽集团的统筹安排下，，双双

方从方从 20192019 年下半年开始接年下半年开始接

触触，，筹划合资成立保理公筹划合资成立保理公

司司，，共同推进相关供应链金共同推进相关供应链金

融业务融业务。。安吉物流作为供应安吉物流作为供应

链核心企业链核心企业，，与物流供应与物流供应

商商、、整车企业整车企业、、零部件企零部件企

业业、、经销商等汽车行业主体经销商等汽车行业主体

长期合作长期合作，，拥有丰富的汽车拥有丰富的汽车

供应链上下游信息供应链上下游信息。。同时同时，，

上汽金控拥有专业的实力上汽金控拥有专业的实力，，

能为企业量身定制供应链金能为企业量身定制供应链金

融服务方案融服务方案，，拥有丰富的金拥有丰富的金

融资源融资源，，协助保理公司打通协助保理公司打通

社会化融资渠道社会化融资渠道。。由安吉物由安吉物

流与上汽金控合资设立保理流与上汽金控合资设立保理

公司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公司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

可以整合各自资源可以整合各自资源，，互相弥互相弥

补短板补短板，，提升业务能力提升业务能力，，扩扩

大业务规模大业务规模。。

安吉保理的发展定位是安吉保理的发展定位是

成为上汽供应链金融的服务成为上汽供应链金融的服务

平台平台，，为集团供应链企业服为集团供应链企业服

务务，，保障汽车产业供应链安保障汽车产业供应链安

全全。。公司业务发展大致分三公司业务发展大致分三

步走步走：：第一步第一步，，以安吉物流以安吉物流

体系供应商为主要客户体系供应商为主要客户，，并并

探索开发业内零部件供应探索开发业内零部件供应

商商；；第二步第二步，，围绕业内整车围绕业内整车

全供应链进行业务扩张全供应链进行业务扩张；；第第

三步三步，，业务向业外客户延业务向业外客户延

伸伸，，形成完整的客户群形成完整的客户群。。在在

此过程中此过程中，，公司将考虑逐步公司将考虑逐步

开放股比开放股比，，引进对提升业务引进对提升业务

有帮助的战略投资者有帮助的战略投资者，，实现实现

股权多元化股权多元化。。

上汽乘用车用数字化、信息化、移动化

为企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当智慧办公遇上汽车营销

生产基地中的“后浪”

把握数字化机遇

探索营销新场景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智慧供应链赋能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让工厂更“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