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严瑶

““牵引车牵引车、、自卸车都好自卸车都好

卖卖，，每天店里都有四五批人每天店里都有四五批人

来看车来看车。”。”上汽红岩云南一家上汽红岩云南一家

44SS 店 的 负 责 人 告 诉 记 者店 的 负 责 人 告 诉 记 者 ，，

““上个月上个月，，我们收获了我们收获了 6060 多多

张订单张订单，，交付了交付了 3030 多辆车多辆车，，

根本供不应求根本供不应求。”。”今年以来今年以来，，

上汽红岩虽然受到疫情影上汽红岩虽然受到疫情影

响响，，但越是艰难时刻但越是艰难时刻，，企业企业

上下每一个人都展现出了不上下每一个人都展现出了不

同寻常的奋斗者精神同寻常的奋斗者精神。。最直最直

接的体现就是重卡市场对上接的体现就是重卡市场对上

汽红岩的认可度在与日俱增汽红岩的认可度在与日俱增。。

55 月月，，上汽红岩迎来了上汽红岩迎来了

““双喜临门双喜临门”：”：重卡销量首次重卡销量首次

突破万辆大关突破万辆大关，，达到达到 1011910119

辆辆，，实现同比实现同比、、环比双增环比双增

长长；；同时同时，，产量也再次突破产量也再次突破

万辆万辆，，达到达到1073710737辆辆。。

实际上实际上，，上汽红岩在迎上汽红岩在迎

来来““红五月红五月””之前之前，，就已经就已经

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取得了骄人的业绩。。今年第今年第

一季度一季度，，上汽红岩牵引车销上汽红岩牵引车销

量同比增速达量同比增速达 132132%%；；44 月月，，

牵引车销量同比增长牵引车销量同比增长 265265%%，，

重卡产量首次突破万辆大关重卡产量首次突破万辆大关。。

即便如此即便如此，，总经理楼建总经理楼建

平在接受采访时仍表示平在接受采访时仍表示：“：“虽虽

然数据好看然数据好看，，但还没有达到但还没有达到

我的要求我的要求。。接下来接下来，，我们要我们要

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从技从技

术术、、产品产品、、服务等方面做工服务等方面做工

作作，，为制造业复苏做贡献为制造业复苏做贡献。”。”

““上个月上个月，，新产品杰狮新产品杰狮

CC66 LNGLNG 牵引车卖掉了牵引车卖掉了 200200

多辆多辆，，而去年同期而去年同期，，牵引车牵引车

产品一个月只卖了几十辆产品一个月只卖了几十辆。。

今年产品很好今年产品很好，，许多用户觉许多用户觉

得车性能好得车性能好，，发动机动力发动机动力

足足，，还特别省气还特别省气。”。”上汽红岩上汽红岩

山西销售中心经理龙涛告诉山西销售中心经理龙涛告诉

记者记者，“，“像大同等地区通常一像大同等地区通常一

场推介会就能卖掉近场推介会就能卖掉近 2020 辆辆

‘‘国六国六’’杰狮牵引车杰狮牵引车。”。”

事实上事实上，，红岩杰狮红岩杰狮 CC66

LNGLNG系列产品上市当天就斩系列产品上市当天就斩

获了获了12001200多张用户订单多张用户订单，，创创

造了历史性新纪录造了历史性新纪录。。今年今年 44

月月 77 日日，，100100 辆红岩杰狮辆红岩杰狮 CC66

LNGLNG牵引车陆续交付石家庄牵引车陆续交付石家庄

用户用户；；55 月月 2020 日日，，又有又有 100100

辆红岩杰狮辆红岩杰狮CC66 LLNGNG牵引车牵引车

交付内蒙古用户交付内蒙古用户，，成为成为20202020

年的年的““爆款爆款”。“”。“在产品研发在产品研发

的三年里的三年里，，上汽红岩做市场上汽红岩做市场

分析分析，，把客户痛点都搞清楚把客户痛点都搞清楚

了了，，把牵引车遇到的短板都把牵引车遇到的短板都

补齐了补齐了，，因此推出的产品才因此推出的产品才

能成为市场上的能成为市场上的‘‘网红网红’。”’。”

上汽红岩不仅在产品上上汽红岩不仅在产品上

铆足了劲铆足了劲，，同时也为用户带同时也为用户带

来了超越行业水准的服务来了超越行业水准的服务。。

除了在全国多地贴心设立除了在全国多地贴心设立

““红岩驿站红岩驿站”，”，近期近期，，上汽红上汽红

岩将岩将““国五国五”“”“国六国六””牵引车牵引车

配套的发动机质保期由原来配套的发动机质保期由原来

的的 4848 个月延长到个月延长到 6060 个月个月。。

““同时还针对新车型贴息同时还针对新车型贴息22万万

元元，，用户觉得真的得到了实用户觉得真的得到了实

惠惠。”。”

以往是车卖到哪里以往是车卖到哪里，，服服

务站跟着建到哪里务站跟着建到哪里，“，“但现在但现在

不同了不同了，，想要卖车想要卖车，，必须先必须先

建服务站建服务站。”。”龙涛说龙涛说，“，“目目

前前，，山西地区已有近山西地区已有近4040家红家红

岩服务站岩服务站，，仅今年上半年就仅今年上半年就

新增了新增了 44 家家。”。”针对热销产针对热销产

品品，，上汽红岩各个服务站在上汽红岩各个服务站在

加大备件储备的同时加大备件储备的同时，，也加也加

强对服务人员的培训强对服务人员的培训。“。“这些这些

培训让服务人员在产品使用培训让服务人员在产品使用

等细节上做到知根知底等细节上做到知根知底。”。”

今年今年 44 月底月底，，上汽红岩上汽红岩

杰狮杰狮20202020牵引车以直播形式牵引车以直播形式

上市上市，，当天开售的当天开售的6666辆新车辆新车

在网上瞬间被在网上瞬间被““秒杀秒杀”。”。

产 品 与 服 务 的 硬 核 表产 品 与 服 务 的 硬 核 表

现现，，是上汽红岩驰骋重卡市是上汽红岩驰骋重卡市

场的底气所在场的底气所在。。但酒香也怕但酒香也怕

巷子深巷子深，，在人们足不出户的在人们足不出户的

疫情期间疫情期间，，光靠门店招揽用光靠门店招揽用

户户，，显然不足以最大声量地显然不足以最大声量地

传播产品传播产品。。

因此因此，，上汽红岩推出了上汽红岩推出了

VRVR 看车服务看车服务，，让用户坐在让用户坐在

家里就能身临其境地看车家里就能身临其境地看车。。

多样化的营销看似只是方式多样化的营销看似只是方式

的转变的转变，，折射出的却是上汽折射出的却是上汽

红岩在不断变化的市场中所红岩在不断变化的市场中所

表现的应变能力表现的应变能力，，也体现了也体现了

其面对困境敢于破局的思维其面对困境敢于破局的思维。。

同时同时，，上汽红岩开创营上汽红岩开创营

销新方式销新方式，，通过直播的网课通过直播的网课

形式形式，，向经销商线上分享销向经销商线上分享销

售实战经验售实战经验，，针对客户提供针对客户提供

线上产品讲解和答疑线上产品讲解和答疑，，帮助帮助

线下车企解决销售难题线下车企解决销售难题。。这这

不仅是传统企业开启线上销不仅是传统企业开启线上销

售渠道的一次全新尝试售渠道的一次全新尝试，，更更

是给予经销商一份安心的全是给予经销商一份安心的全

方位方位““后勤保障后勤保障”。”。

尤其是疫情期间尤其是疫情期间，，山西山西

大同经销商与当地大同经销商与当地““网红网红””

合作合作，，仅一次直播就在抖音仅一次直播就在抖音

平台上收获线索平台上收获线索，，卖出了卖出了1010

多辆车多辆车。“。“我们提出经销商必我们提出经销商必

须有抖音须有抖音、、快手快手、、火山等平火山等平

台的官方直播号台的官方直播号，，销售员也销售员也

要开个人号要开个人号。”。”龙涛介绍说龙涛介绍说，，

““官方号每周直播不低于官方号每周直播不低于 22

次次，，个人号不低于个人号不低于33次次。”。”这这

样一来样一来，，红岩品牌在各大网红岩品牌在各大网

络的曝光度呈飞跃式上升络的曝光度呈飞跃式上升。。

““我们还会把做得好的经销商我们还会把做得好的经销商

案例与大家分享案例与大家分享，，与经销商与经销商

共同进步共同进步、、齐头并进齐头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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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汽红岩5月产销“双喜临门”
重卡月销量首次破万，国六杰狮牵引车热销

在新发展格局中找准发力点突破口在新发展格局中找准发力点突破口

20202020 年年 55 月月，，依维柯全依维柯全

系车型产销两旺系车型产销两旺，，实现销量实现销量

同比增长同比增长 2727..55%%，，市场份额市场份额

进一步提升进一步提升。。

其中其中，，依维柯欧胜系列依维柯欧胜系列

销量同比增幅高达销量同比增幅高达 9696..22%%，，

销量连续破千销量连续破千。。与此同时与此同时，，

南京依维柯为复工南京依维柯为复工、、复产推复产推

出的出的““新得意复工特别版新得意复工特别版””

车型也掀起了销售热潮车型也掀起了销售热潮，，55

月单月销量同比增长月单月销量同比增长4747..44%%。。

南京依维柯始终坚持以南京依维柯始终坚持以

用户为中心用户为中心，，主动关注市场主动关注市场

动态动态，，不断寻求销量增长不断寻求销量增长

点点，，打造高性能产品打造高性能产品，，全方全方

位满足用户和细分市场的各位满足用户和细分市场的各

类用车需求类用车需求。。

依维柯卓越的产品性能依维柯卓越的产品性能

收获了用户的真情告白收获了用户的真情告白。。家家

住佛山的赵师傅主要从事物住佛山的赵师傅主要从事物

流运输工作流运输工作，，他毫不吝啬对他毫不吝啬对

好搭档依维柯欧胜的赞美好搭档依维柯欧胜的赞美，，

““我主要往广州我主要往广州、、佛山佛山、、东东

莞莞、、深圳一带跑物流深圳一带跑物流，，有时有时

候要拉一些比较重的货物候要拉一些比较重的货物，，

一次装一吨到两吨半没问一次装一吨到两吨半没问

题题，，依维柯车底盘够皮实依维柯车底盘够皮实，，

承载力相当好承载力相当好！！而且它的侧而且它的侧

拉门够大拉门够大，，我们叉车作业的我们叉车作业的

时候时候，，装卸货都很方便装卸货都很方便。”。”

同时同时，，依维柯欧胜凭借依维柯欧胜凭借

着专业底盘万能改装着专业底盘万能改装、、超强超强

承载的性能优势承载的性能优势，，在改装车在改装车

市场上备受欢迎市场上备受欢迎。。疫情期疫情期

间间，，依维柯欧胜负压型救护依维柯欧胜负压型救护

车车、、转运型救护车转运型救护车、、疫苗冷疫苗冷

藏车藏车、、应急保障车等各类改应急保障车等各类改

装车产品奔赴全国防疫一装车产品奔赴全国防疫一

线线，，助力打赢疫情防控战役助力打赢疫情防控战役。。

产品打先锋产品打先锋，，服务更要服务更要

有温度有温度、、靠得住靠得住。。20092009 年年，，

南京依维柯以用户为中心南京依维柯以用户为中心，，

率先在行业内推出率先在行业内推出““温馨温馨

360360””服务体系服务体系，，通过覆盖全通过覆盖全

国国3232个省市个省市、、自治区自治区、、直辖直辖

市的市的 367367 家授权服务商网点家授权服务商网点

和约和约 300300 辆服务动车辆服务动车，，为消为消

费者提供快速费者提供快速、、高效的高效的 360360

度全方位服务度全方位服务，，使消费者随使消费者随

时随地享受时随地享受““零距离零距离””服务服务。。

““连续增长的销量连续增长的销量，，优越优越

的口碑的口碑，，正是对南京依维柯正是对南京依维柯

多年来始终把用户需求放在多年来始终把用户需求放在

首位的回报首位的回报。”。”南京依维柯相南京依维柯相

关负责人表示关负责人表示，“，“我们将继续我们将继续

为用户提供更具品价比的用为用户提供更具品价比的用

车选择和更加优质的服务车选择和更加优质的服务。”。”

（宗何）

66月月1010日日，，20212021款上汽款上汽

MAXUSMAXUS （（迈克萨斯迈克萨斯）） GG1010

正式上市正式上市，，官方指导售价为官方指导售价为

1313..9898 万万~~1818..7878 万元万元。。20212021

款款GG1010产品包含精英版和智产品包含精英版和智

享版车型享版车型，，以及由此拓展而以及由此拓展而

来的营运版和专用版车型来的营运版和专用版车型。。

动力方面动力方面，，20212021 款上款上

汽汽 MAXUS GMAXUS G1010 在原来的在原来的

汽油版车型的基础上汽油版车型的基础上，，还增还增

添了柴油版车型添了柴油版车型，，成为了国成为了国

内首款兼具汽内首款兼具汽、、柴油动力的柴油动力的

MPVMPV。。其中柴油版车型使其中柴油版车型使

用了全新发动机用了全新发动机，，可输出可输出

375375NmNm 的最大扭矩的最大扭矩，，而且而且

百公里综合油耗仅百公里综合油耗仅77..66LL，，燃燃

油经济性极高油经济性极高。。

为了给用户为了给用户营造更舒适营造更舒适

的乘坐氛围的乘坐氛围，，20212021 款款 GG1010

座椅运用清新素雅的简约新座椅运用清新素雅的简约新

中式设计风格中式设计风格，，并全新升级并全新升级

了座椅面料了座椅面料，，采用更容易打采用更容易打

理的包裹皮革座椅理的包裹皮革座椅，，全黑色全黑色

皮革座椅稳重大气皮革座椅稳重大气。。（顾文）

日前日前，，上汽通用五菱凭上汽通用五菱凭

借疫情期间在数字化方面的借疫情期间在数字化方面的

创新创新，，荣登荣登《《人民日报人民日报》》评评

选的选的 《《科技战疫科技战疫 20202020 中国中国

十大社会经济类数字化转型十大社会经济类数字化转型

成功案例成功案例》》榜单榜单，，成为唯一成为唯一

入选该榜单的汽车企业入选该榜单的汽车企业。。

在疫情防控攻坚战中在疫情防控攻坚战中，，

上汽通用五菱利用宝骏新能上汽通用五菱利用宝骏新能

源汽车产品优势打造出智能源汽车产品优势打造出智能

移动测温车移动测温车，，以以““快速快速、、安安

全全、、00 接触接触””的测温方式的测温方式，，

实现了全天候实现了全天候 2424 小时高效小时高效

测温测温。。上汽通用五菱还基于上汽通用五菱还基于

宝骏宝骏 EE100100 研发出新一代无研发出新一代无

人消杀车人消杀车，，凭借智能喷洒消凭借智能喷洒消

毒毒，，让一线防疫更便利让一线防疫更便利、、更更

安全安全、、更高效更高效。。不仅如此不仅如此，，

上汽通用五菱还建成了国内上汽通用五菱还建成了国内

第一条无人驾驶物流线路第一条无人驾驶物流线路。。

目前目前，，河西基地与宝骏基地河西基地与宝骏基地

已有已有 1616 条无人驾驶物流线条无人驾驶物流线

路与路与 7575 辆无人驾驶车辆投辆无人驾驶车辆投

入使用入使用，，实现了物流效率最实现了物流效率最

大化大化、、物流成本最优化物流成本最优化、、物物

流安全多维化流安全多维化。。 （严文）

全系车型产销两旺，市场份额进一步提升

黑科技赋能企业创新

上汽通用五菱入选《人民日报》科技战疫案例

国内首款兼具汽、柴油动力的MPV

2021款上汽MAXUS G10上市

依维柯依维柯55月销量同比增长月销量同比增长2727..55%%

要卖车，“服务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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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网上授课“直播带货”

产品打先锋
服务有温度

66月月1212日日，，五菱品牌公五菱品牌公

布 了 全 球 银 标 首 款 新 车布 了 全 球 银 标 首 款 新 车

VictoryVictory 的中文名称的中文名称———凯—凯

捷捷，，象征着五菱凯捷将携全象征着五菱凯捷将携全

球品质凯旋而至球品质凯旋而至。。据悉据悉，，新新

车定位于面向家庭用户的多车定位于面向家庭用户的多

用途乘用车用途乘用车，，将为用户带来将为用户带来

全球高标准的用车体验全球高标准的用车体验，，以以

凯捷之名决胜市场凯捷之名决胜市场。。凯捷一凯捷一

词词，，寓意着五菱引领全球品寓意着五菱引领全球品

质的实力质的实力。。3535 年的品牌积年的品牌积

累累，，超过超过 4040 个国家个国家 17501750 万万

海内外用户的信赖海内外用户的信赖，，让五菱让五菱

凯捷承载着人们对品质出行凯捷承载着人们对品质出行

的期待的期待，，代表日益强大的中代表日益强大的中

国制造国制造，，将更深度地参与到将更深度地参与到

全球市场竞争中全球市场竞争中。。

凯捷也寄托着对每一位凯捷也寄托着对每一位

奋斗者的祝福奋斗者的祝福。。五菱是奋斗五菱是奋斗

者的品牌者的品牌，，更是为人民创造更是为人民创造

美好生活的品牌美好生活的品牌。。结合对用结合对用

户需求的深刻洞察户需求的深刻洞察，，五菱凯五菱凯

捷以全新的美学设计捷以全新的美学设计、、五星五星

级别的安全保护及人性化的级别的安全保护及人性化的

空间布局空间布局，，为广大用户带来为广大用户带来

全球品质标准的出行体验全球品质标准的出行体验，，

让每一段旅途凯歌相伴让每一段旅途凯歌相伴、、欢欢

乐相随乐相随，，让每一个家庭便捷让每一个家庭便捷

出行出行、、轻松愉悦轻松愉悦。。

（宗何）

五菱全球银标首款新车定名“凯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