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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力量的时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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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甘文嘉

“五菱荣光”售货车

上了热搜，短短几天的订

单量超过千份。有人惊

呼，五菱品牌是不是有什

么营销高手，怎么每次都

能那么准确地引爆社交话

题。

其实五菱话题受热捧

的原因，不仅仅是蹭上了

“地摊经济”的热点。在

疫情中上汽通用五菱在车

企中率先制造口罩，并免

费送给产业链伙伴和消费

者使用，“人民需要什

么，五菱就造什么”的口

号就成为了品牌与消费者

的情感联系点。

更重要的是，数千万

的五菱基盘用户，不断感

受到企业对产品品质的追

求，了解到企业对市场需

求的迅速反应，由此而产

生的尊敬感，才是“五菱

地摊车”话题红遍网络的

真正原因。

近来上汽通用五菱推

出高端化的“新宝骏”品

牌和主打全球市场的“五

菱银标”，并在“新四

化”领域加快技术落地的

步伐，体现了企业在倾听

消费者需求的基础上，不

断以高质量发展增强整体

竞争实力的决心。

归根结底，提升科技

含量、提高造车水品、树

立向上的品牌形象是每个

车企的第一要务。对于中

国车企来说，向“高质

量”“高标准”“高姿态”

的方向迈进，才是企业最

应该为之奋斗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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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年前年前，，全球首款互联全球首款互联

网汽车荣威网汽车荣威RXRX55上市上市，，引发引发

““互联网汽车互联网汽车””热潮热潮。。44 年年

间间，，荣威荣威RXRX55累计用户突破累计用户突破

百万百万，，成为真正的国潮精成为真正的国潮精

品品。。66 月月 1010 日日，，全新升级的全新升级的

荣威荣威 RXRX55 PLUSPLUS 上市上市。。新新

车车进一步强化智能化标签进一步强化智能化标签，，

搭 载 斑 马 智 行搭 载 斑 马 智 行 VENUSVENUS 系系

统统，，只需要一次唤醒只需要一次唤醒，，即可即可

实现实现9090秒自然连续对话秒自然连续对话，，像像

朋友之间聊天一样自然朋友之间聊天一样自然。。AIAI

语音覆盖语音覆盖 500500 多个常用知识多个常用知识

领域领域，，无论是查天气无论是查天气、、查股查股

票票，，还是幽默段子还是幽默段子，，都能都能

““随问随答随问随答”，”，

新车新车官方指导价为官方指导价为1010..3838

万万~~1313..9898 万元万元，，现在下单可现在下单可

享受享受 99..8888 万万~~1313..4848 万元的惊万元的惊

喜价喜价。。值得一提的是值得一提的是，，为回为回

馈消费者馈消费者，，该车提供该车提供 33 大终大终

身权益身权益，，即终身免费基础流即终身免费基础流

量量、、终身免费保养终身免费保养、、终身原终身原

厂质保厂质保。。

配 置 方 面配 置 方 面 ，， 车 内 搭 载车 内 搭 载

1414..11英寸英寸22..55DD四曲面玻璃大四曲面玻璃大

屏屏、、1212..33 英寸组合式液晶虚英寸组合式液晶虚

拟仪表拟仪表、、QiQi高功率手机无线高功率手机无线

充电充电、、I-MAXI-MAX巨幕级全景天巨幕级全景天

窗等配置窗等配置。。

此此外外，，荣威荣威 RXRX55 PLUSPLUS

加强了对底盘加强了对底盘、、隔音材料隔音材料、、

座椅材质的优化座椅材质的优化，，让整车不让整车不

仅拥有操控稳的特性仅拥有操控稳的特性，，还兼还兼

具高品质行驶质感和乘坐舒具高品质行驶质感和乘坐舒

适性适性。。新车搭载了新车搭载了UVCUVC深紫深紫

外线杀毒空调外线杀毒空调，，为消费者的为消费者的

健康安全保驾护航健康安全保驾护航。。

动 力 方 面动 力 方 面 ，， 荣 威荣 威 RXRX55

PLUSPLUS 搭载了上汽最新一代搭载了上汽最新一代

““蓝芯蓝芯””高效动力高效动力，，最大功率最大功率

127127kWkW，，最大扭矩最大扭矩 275275NmNm，，

匹配匹配 TSTTST 77 速自动变速器速自动变速器，，

15001500 转即可实现转即可实现 9090%%最大扭最大扭

矩输出矩输出，，百公里油耗仅百公里油耗仅66..88LL。。

与以往上市发布会不同与以往上市发布会不同

的是的是，，上汽将这场发布会搬上汽将这场发布会搬

到了综艺节目中到了综艺节目中，，上演了一上演了一

场场 《《国潮荣威国潮荣威 PLUSPLUS 极致挑极致挑

战战》，》，以真人秀形式进行发以真人秀形式进行发

布布。“。“荣威荣威 RXRX55 PLUSPLUS 不仅不仅

外形好看外形好看，，就连上市会都做就连上市会都做

得那么新鲜有趣得那么新鲜有趣。”。”一位观众一位观众

表示表示。。数据显示数据显示，，这场特殊这场特殊

的发布会在网络直播平台吸的发布会在网络直播平台吸

引了引了 647647 万人观看万人观看，，电视收电视收

视入口观看人数更是超过了视入口观看人数更是超过了

46004600万万。。

（张文）

强化智能化标签，提供终身免费保养、终身原厂质保

国潮精品荣威RX5系列又推新产品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记““努力办成一届富有新努力办成一届富有新

意意、、影响广泛的世界技能大影响广泛的世界技能大

赛赛””的重要指示精神的重要指示精神，，上海上海

全面推进世赛商业赞助工全面推进世赛商业赞助工

作作。。66月月1010日日，，上海上海20212021年年

第第4646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

行局举行了首场商业赞助招行局举行了首场商业赞助招

商推介会商推介会，，上汽集团将成为上汽集团将成为

本届世赛最高层级赞助商本届世赛最高层级赞助商

———国家战略赞助商—国家战略赞助商，，为本为本

届世赛提供车辆届世赛提供车辆、、竞赛项目竞赛项目

技术人员技术人员、、博物馆展品等多博物馆展品等多

项支持与保障项支持与保障。。

世赛作为这一领域全球世赛作为这一领域全球

地位最高地位最高、、规模最大规模最大、、影响影响

力最大的顶级赛事力最大的顶级赛事，，得到了得到了

世界各国大力支持和高度关世界各国大力支持和高度关

注注，，这既是这既是““中国制造中国制造，，中中

国品牌国品牌””走向世界的良好平走向世界的良好平

台台，，也是推动我国技能人才也是推动我国技能人才

培养和职业技能运动发展的培养和职业技能运动发展的

重要机遇重要机遇。。

(宗何）

上汽将成为第46届世赛最高层级赞助商

近日，乘联会发布了

销量数据。5月，我国狭

义乘用车市场销量同比增

长 1.8%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其中豪华车零售销量

同比增幅高达28%，乘用

车市场恢复正增长的走势

中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特

点。售价区间在46万~53

万元的别克高端商务车艾

维亚供不应求，很好地印

证了这一趋势。

对上汽而言，抓住消

费升级趋势，意味着经历

一段产品和体系的调整

期。在这段调整期中，迫

切需要一种上下同欲的精

神力量，一股“众志成城

齐努力，不信东风唤不

回”的劲头。

这种精神力量，是对

品牌的热爱。企业在调整

期中，需要大家同甘共苦，

合理看待涉及自身利益调

整的部分。只有企业经过

淬炼，更具竞争力，每个

人才能获得更大的收益。

这种精神力量，是从

内心深处对用户的尊重。

绝不是看到网上有舆情、

听到用户有意见就“灭火

了之”。一定要多问几个

“为什么”，要力争从根本

上解决问题。

这种精神力量，是守

土有责的必胜信念。本期

的特别报道，记者蹲点采

访那些活跃在“夜经济”中

的上汽人。他们正在努力

尝试市场赋予的每个机

会，并将这些点滴机会汇

聚成河。 （贝塔）

高质量发展是第一要务

本报记者 严瑶

““今年今年，，上汽会加快转型上汽会加快转型

升级步伐升级步伐，，让新技术迅速落让新技术迅速落

地地，，跑赢汽车行业大盘跑赢汽车行业大盘。”。”上上

汽集团董事长陈虹在汽集团董事长陈虹在 66 月月 1111

日召开的股东大会上向与会日召开的股东大会上向与会

者表示者表示。。根据股东大会通过根据股东大会通过

的利润分配方案的利润分配方案，，上汽以总上汽以总

股本股本 116116..88 亿股为基数亿股为基数，，每每

1010 股 派 送 现 金 红 利股 派 送 现 金 红 利 88..88 元元

（（含税含税），），共计分红共计分红 102102..88 亿亿

元元，，近五年累计分红超过近五年累计分红超过

800800 亿元亿元，，位列位列 AA 股上市公股上市公

司前列司前列。“。“现在现在，，市场大环境市场大环境

艰难艰难，，上汽能拿出这样的分上汽能拿出这样的分

红力度红力度，，我还是很欣慰的我还是很欣慰的。”。”

股民马先生说股民马先生说。。

继继 44 月零售销量在行业月零售销量在行业

内率先同比转正后内率先同比转正后，，上汽上汽 55

月国内批发销量也同比回月国内批发销量也同比回

正正，，环比增速达环比增速达 2121..77%%。。在在

稳健恢复的良好态势下稳健恢复的良好态势下，，上上

汽下一步还将有何举措汽下一步还将有何举措？？

会上会上，，有股民提出有股民提出，，希希

望上汽能继续优化股权结望上汽能继续优化股权结

构构，，引进优良的战略投资引进优良的战略投资

者者；；同时同时，，建立员工内生性建立员工内生性

动力机制动力机制，，形成核心员工股形成核心员工股

权长效激励权长效激励。。

陈虹赞同股民的提议陈虹赞同股民的提议。。

他表示他表示，，上汽计划进一步加上汽计划进一步加

大混改力度大混改力度，，希望通过混改希望通过混改

建立更广阔的朋友圈和新的建立更广阔的朋友圈和新的

生态圈生态圈。“。“深化混改将有利于深化混改将有利于

企业转型升级发展企业转型升级发展。”。”陈虹陈虹

说说，“，“比如比如，，让新出行服务企让新出行服务企

业加入朋友圈业加入朋友圈，，尝试新零尝试新零

售售，，引入新技术合作伙伴引入新技术合作伙伴

等等。”。”

对于股民关心的对于股民关心的““上汽上汽

奥迪奥迪””合作项目合作项目，，陈虹表陈虹表

示示，，在上汽大众引入高端品在上汽大众引入高端品

牌牌，，加快奥迪在中国的业务加快奥迪在中国的业务

发展发展，，是上汽集团和大众集是上汽集团和大众集

团的战略共识团的战略共识，，也顺应了消也顺应了消

费升级的需求费升级的需求。。目前已制订目前已制订

的操作方案很快就会进入到的操作方案很快就会进入到

实施阶段实施阶段。“。“在具体营运上在具体营运上，，

我们会有创新的做法我们会有创新的做法。”。”陈虹陈虹

说说，“，“上汽将充分利用现有的上汽将充分利用现有的

经销商资源经销商资源，，在线上在线上、、线下线下

同时开展销售同时开展销售。”。”

此外此外，，上汽大众上汽大众MEBMEB工工

厂首款纯电动汽车产品将于厂首款纯电动汽车产品将于

今年第四季度上市今年第四季度上市。。未来五未来五

年年，，上汽和大众计划共同投上汽和大众计划共同投

资资14001400亿元亿元，，瞄准汽车行业瞄准汽车行业

转型升级转型升级，，重点就是新能源重点就是新能源

和智能网联方向和智能网联方向。。

据中汽协预计据中汽协预计，，20202020 年年

国内汽车市场销量可能下滑国内汽车市场销量可能下滑

1515%-%-2525%%。“。“总体来看总体来看，，上上

汽的预测和中汽协相比汽的预测和中汽协相比，，会会

更乐观一些更乐观一些。”。”陈虹说陈虹说。。

在在““五五购物节五五购物节””期间期间

举办的上汽专场活动中举办的上汽专场活动中，，上上

汽在上海地区累计收获意向汽在上海地区累计收获意向

客 户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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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万个万个，，同同

比增长比增长 2323%%。。目前目前，，上汽正上汽正

在加快发展步伐在加快发展步伐，，通过零售通过零售

带动批售带动批售，，力争全年市场目力争全年市场目

标不低于行业平均水平标不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由于受到疫情影响由于受到疫情影响，，国国

内外防控还在持续内外防控还在持续。。上汽供上汽供

应链会不会受影响应链会不会受影响，，股民表股民表

示了担忧示了担忧。“。“根据追踪统计根据追踪统计，，

44 月初月初，，上汽在海外有上汽在海外有 2929 个个

高风险供应商高风险供应商，，目前已全部目前已全部

归零归零。”。”陈虹回应陈虹回应，“，“海外供海外供

应链的风险已大幅度降低应链的风险已大幅度降低，，

并处于可控范围内并处于可控范围内。”。”

此外此外，，陈虹表示陈虹表示，“，“软件软件

定义汽车是汽车未来的发展定义汽车是汽车未来的发展

方向方向。”。”因此因此，，今年上汽还将今年上汽还将

新招就业大学生约新招就业大学生约 18001800 人人，，

集中在人工智能等领域上集中在人工智能等领域上。。

上汽近五年累计分红超过800亿元

陈虹：加快落地新技术，跑赢大盘
奥迪项目有序推进

计划加大混改力度

回应市场期待

力争跑赢大盘

66 月月 44 日日，，上汽大众与上汽大众与

国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签署国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签署

““上汽大众全品类车型领上汽大众全品类车型领

域域””战略合作协议战略合作协议。。

据悉据悉，，国网电商公司依国网电商公司依

托国网商城交易专区托国网商城交易专区，，面向面向

国家电网的国家电网的 2727 个省市电力个省市电力

公司公司、、直属单位和集体企业直属单位和集体企业

提供车辆平台交易服务提供车辆平台交易服务。。

双方将围绕车辆销售双方将围绕车辆销售、、

资源共享资源共享、、售后维保售后维保、、新零新零

售业务合作等方面开展合售业务合作等方面开展合

作作，，推动新的汽车全产业链推动新的汽车全产业链

构建构建，，实现新能源汽车落地实现新能源汽车落地

推广应用及车辆电商化采购推广应用及车辆电商化采购

模式深度发展模式深度发展。。 （宗合）

上汽大众与国网电商公司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