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疫情形势不断向随着疫情形势不断向

好好，，消费消费需求快速复苏需求快速复苏，，国国

内轻客市场正逐步回暖内轻客市场正逐步回暖。。依依

托托 VV8080、、VV8080 PLUSPLUS 及及 VV9090

组成的宽体轻客产品矩阵组成的宽体轻客产品矩阵，，

上汽上汽 MAXUSMAXUS （（迈克萨斯迈克萨斯））

宽体轻客家族宽体轻客家族55月销售月销售52205220

辆辆，，同比暴增同比暴增 9696..3939%%，，环环

比劲增比劲增 3636..6565%%，，成功夺得成功夺得

宽体轻客市场行业销量第宽体轻客市场行业销量第

一一，，成为宽体轻客行业的龙成为宽体轻客行业的龙

头头，，并将以过硬的产品品质并将以过硬的产品品质

和良好的用户口碑和良好的用户口碑，，持续引持续引

领宽体轻客市场的发展领宽体轻客市场的发展。。

销量第一的成绩与产品销量第一的成绩与产品

实力息息相关实力息息相关。。开创轻客自开创轻客自

动 挡 时 代 的 上 汽动 挡 时 代 的 上 汽 MAXUSMAXUS

VV8080，，持续以对标国际一流持续以对标国际一流

水准的技术水平水准的技术水平，，为用户带为用户带

来经济来经济、、可靠的用车体验可靠的用车体验，，

多年来赢得了良好的用户口多年来赢得了良好的用户口

碑碑 ；； 上 汽上 汽 MAXUS VMAXUS V8080

PLUSPLUS 凭借全球领先的高性凭借全球领先的高性

能柴油机能柴油机““上汽上汽ππ”，”，率先率先

升级升级““国六国六””排放标准排放标准，，引引

领市场领市场；；上汽上汽MAXUS VMAXUS V9090

具备颠覆传统观感新颜值具备颠覆传统观感新颜值、、

柔性架构新平台柔性架构新平台、“、“上汽上汽

ππ””发动机新动力发动机新动力、、智能定智能定

制新选择制新选择、、超静音新享受五超静音新享受五

大业界创新格局大业界创新格局，，为中高端为中高端

宽体轻客市场树立了新标宽体轻客市场树立了新标

杆杆。。三车联手发力三车联手发力，，助推上助推上

汽汽MAXUSMAXUS宽体轻客销量成宽体轻客销量成

功登顶功登顶。。

其中其中，，作为首款搭载作为首款搭载

ADASADAS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的

宽 体 轻 客宽 体 轻 客 ，， 上 汽上 汽 MAXUSMAXUS

VV9090致力于为用户带来全面致力于为用户带来全面

的前瞻智能驾驶体验的前瞻智能驾驶体验，，让用让用

户户““用得舒心用得舒心”“”“坐得安坐得安

心心”。”。其搭载的其搭载的ACCACC自适应自适应

巡航系统可实现巡航系统可实现3030--120120km/km/

hh自动跟车自动跟车，，能大大缓解用能大大缓解用

户长途驾驶的疲劳感户长途驾驶的疲劳感。。如遇如遇

紧急状态紧急状态，，AEBAEB 自动刹车自动刹车

将快速介入将快速介入，，确保行车安确保行车安

全全。。

上 汽上 汽 MAXUS VMAXUS V8080 配配

备 了备 了 ABSABS、、 EBDEBD、、 BASBAS 及及

LCALCA 车辆变道辅助系统等车辆变道辅助系统等

主动安全配置主动安全配置，，配合超高强配合超高强

度车身度车身、、主副驾安全气囊等主副驾安全气囊等

被动安全配置被动安全配置，，兼顾行驶安兼顾行驶安

全性与可靠性全性与可靠性。。而作为国内而作为国内

首款搭载自动变速箱的宽体首款搭载自动变速箱的宽体

轻客轻客，，VV8080在保证驾驶舒适在保证驾驶舒适

性的同时性的同时，，还兼具同级最低还兼具同级最低

的油耗表现的油耗表现，，百公里综合油百公里综合油

耗低至耗低至 55..44ＬＬ，，可极大地帮可极大地帮

助用户节省运输成本助用户节省运输成本。。

上汽上汽MAXUSMAXUS在销量一在销量一

路高涨的同时路高涨的同时，，还圈粉了全还圈粉了全

球球““通心粉通心粉”，”，口碑持续攀口碑持续攀

升升。。比如比如，，从事运输行业的从事运输行业的

VV8080 车主陈先生就有话说车主陈先生就有话说。。

由于常年在邯郸与天津之间由于常年在邯郸与天津之间

跑运输跑运输，，陈先生在陈先生在33年间驾年间驾

驶驶VV8080跑了跑了100100万公里万公里，，而而

且且33年里年里VV8080无抛锚无抛锚、、无大无大

修修。。正如陈先生所言正如陈先生所言：“：“开开

VV8080 每趟能省每趟能省 400400 元左右的元左右的

油钱油钱，，一个月下来能省将近一个月下来能省将近

万元万元；；不算其他费用不算其他费用，，一年一年

下来就能省出一辆车下来就能省出一辆车。”。”

与此同时与此同时，，海外车主也海外车主也

有话说有话说。。新西兰的戴夫累计新西兰的戴夫累计

送达超过送达超过 40004000 万份货物万份货物。。

面对长途跋涉的工作性质与面对长途跋涉的工作性质与

各种复杂的路况各种复杂的路况，，他驾驶的他驾驶的

上汽上汽 MAXUS VMAXUS V8080 除了更除了更

换过制动片等易耗件换过制动片等易耗件，，竟无竟无

一次大修经历一次大修经历。。在戴夫看在戴夫看

来来，，上汽上汽 MAXUS VMAXUS V8080 包包

括动力括动力、、底盘底盘、、空间空间、、操控操控

以及配置在内的表现都非常以及配置在内的表现都非常

杰出杰出，，长途驾驶毫无后顾之长途驾驶毫无后顾之

忧忧。。更重要的是更重要的是，，相比之前相比之前

每年至少每年至少 77..22 万新西兰元万新西兰元

（（约合约合3333万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 的维的维

修保养费用修保养费用，，上汽上汽 MAXMAX--

US VUS V8080 每年只需每年只需 22 万新西万新西

兰元兰元，，经济性极高经济性极高。。

此外此外，，上汽上汽MAXUSMAXUS宽宽

体轻客家族还得到了军方和体轻客家族还得到了军方和

海外用户的认可海外用户的认可。。20192019 年年

1212 月月 2525 日日，，上汽上汽 MAXUSMAXUS

凭借凭借VV8080 PLUSPLUS监护型救护监护型救护

车入围军方采购车入围军方采购，，获军方近获军方近

22 亿元的采购大单亿元的采购大单。。33 月月 1818

日日，，上汽上汽MAXUSMAXUS与阿联酋与阿联酋

最大的运输公司最大的运输公司、、当地的政当地的政

府部门府部门———阿联酋国家运输—阿联酋国家运输

公司举行交车仪式公司举行交车仪式，，顺利完顺利完

成全部成全部 186186 辆上汽辆上汽 MAXUSMAXUS

VV8080校车的交付校车的交付。。 （通文）

66 月月 1212 日日，，上汽通用汽上汽通用汽

车举行了一场庄重车举行了一场庄重、、简朴的简朴的

升旗仪式升旗仪式，，共同庆祝公司成共同庆祝公司成

立立2323周年周年。。当员工护旗手扬当员工护旗手扬

起鲜艳的公司旗帜起鲜艳的公司旗帜，，员工代员工代

表们注目表们注目、、凝望的眼神是对凝望的眼神是对

公司的真情公司的真情““表白表白”。”。同步开同步开

展的文化周活动精彩纷呈展的文化周活动精彩纷呈，，

文化盲盒开箱文化盲盒开箱，，云上龙舟赛云上龙舟赛

活动活动，，线上留言表白线上留言表白““谢谢谢谢

你你，，让我们的生活温暖安让我们的生活温暖安

定定”。”。经历过疫情挑战的上汽经历过疫情挑战的上汽

通用人通用人，，用线上和线下各种用线上和线下各种

方式方式，，表达着表达着““团结在一团结在一

起起，，所向皆披靡所向皆披靡””的勇气和的勇气和

信心信心。。

20202020 年开局不易年开局不易。。面对面对

突如其来的疫情突如其来的疫情，，上汽通用上汽通用

积极落实防疫防控工作积极落实防疫防控工作，，有有

序推进复工复产序推进复工复产。。

其间其间，，上汽通用积极协上汽通用积极协

调供应链调供应链、、物流等相关方物流等相关方，，

做好产销协同做好产销协同，，积极满足消积极满足消

费者需求费者需求。。同时同时，，上汽通用上汽通用

联同经销商推出线上看车服联同经销商推出线上看车服

务务，，借助视频借助视频、、ARAR等技术手等技术手

段段，，让消费者足不出户就能让消费者足不出户就能

够了解车辆及报价够了解车辆及报价，，并按各并按各

地情况提供上门取送车地情况提供上门取送车、、上上

门试驾及办理手续等服务门试驾及办理手续等服务。。

在售后方面在售后方面，，上汽通用提供上汽通用提供

2424 小时电话咨询服务小时电话咨询服务、、事故事故

及紧急故障的协助处理服及紧急故障的协助处理服

务务、、复工后的保养预约等复工后的保养预约等，，

还特别推出了车内杀菌消还特别推出了车内杀菌消

毒毒、、空调系统养护等服务空调系统养护等服务。。

今年今年，，上汽通用三大品上汽通用三大品

牌迎来了产品的新一轮更新牌迎来了产品的新一轮更新

换代换代。。全新一代全新一代 GLGL88 艾维亚艾维亚

家族家族、、全新一代全新一代 GLGL88 ESES 陆陆

尊尊、、GLGL88 陆上公务舱陆上公务舱、、全新全新

““五好五好””别克轿车家族别克轿车家族、、高端高端

大七座全境大七座全境SUVSUV雪佛兰开拓雪佛兰开拓

者者、、新美式风尚后驱轿车凯新美式风尚后驱轿车凯

迪拉克迪拉克 CTCT44 等新车型陆续上等新车型陆续上

市市，，丰富了消费者的选择丰富了消费者的选择。。

疫情的来袭疫情的来袭，，也加速推也加速推

动了汽车销售和售后服务模动了汽车销售和售后服务模

式的创新和变革式的创新和变革。。上汽通用上汽通用

主动开展了对营销和零售创主动开展了对营销和零售创

新模式的探索和实践新模式的探索和实践。。基于基于

““77SS 模块化服务体系模块化服务体系”，”，公司公司

通 过 别 克通 过 别 克 iBuickiBuick、、 雪 佛 兰雪 佛 兰

MyChevyMyChevy 以及凯迪拉克以及凯迪拉克 MyMy--

CadillacCadillac 超级超级 AppApp 三大品牌数三大品牌数

字化服务平台字化服务平台，，为消费者提为消费者提

供丰富的线上服务体验供丰富的线上服务体验。。

在 产 品 换 代在 产 品 换 代 、、 营 销 创营 销 创

新新、、服务升级的加持下服务升级的加持下，，公公

司四五月环比销量明显提司四五月环比销量明显提

升升。。数据显示数据显示，，上汽通用汽上汽通用汽

车车 55 月销量达到月销量达到 136157136157 辆辆，，

环比增长环比增长2323..88%%。。同时实现国同时实现国

内销量同比正增长内销量同比正增长，，并且车并且车

型销售结构良好型销售结构良好，，中高端车中高端车

型比例持续增加型比例持续增加。。55 月销量月销量

中中，，中高端车型占比中高端车型占比5555..77%%。。

““共克时艰共克时艰 我们战一我们战一

起起 ”“”“ 爱 我 所 爱爱 我 所 爱 助 力 品助 力 品

牌牌””……特殊时期……特殊时期，，上汽通上汽通

用党委举行了一系列活动用党委举行了一系列活动，，

鼓励大家团结一致鼓励大家团结一致、、坚定信坚定信

心心、、攻坚克难攻坚克难、、积极作为积极作为。。

面对市场下行面对市场下行，，员工们员工们

纷纷化身为品牌传播者纷纷化身为品牌传播者、、形形

象代言人象代言人，，积极助力车辆销积极助力车辆销

售售。。他们主动用好线上他们主动用好线上““朋朋

友圈友圈””等渠道等渠道，，传播新车型传播新车型

和主力车型新动态和主力车型新动态。。通过各通过各

种线上种线上、、线下活动线下活动，，加强员加强员

工对品牌文化工对品牌文化、、产品知识和产品知识和

销售政策等的学习和了解销售政策等的学习和了解，，

使员工成为新品推荐的使员工成为新品推荐的““神神

助攻助攻”。”。

公司试水直播营销公司试水直播营销，，很很

多员工努力承担起了品牌产多员工努力承担起了品牌产

品传播品传播、、线上带货等职能线上带货等职能。。

多位来自研发多位来自研发、、制造制造、、行行

政政、、市场等部门的员工登上市场等部门的员工登上

了直播间的舞台了直播间的舞台，，用自己的用自己的

真实故事和用车体验提升了真实故事和用车体验提升了

直播热度直播热度，，使产品亮点更使产品亮点更

快快、、更广地覆盖到关注新车更广地覆盖到关注新车

的潜客的潜客。。

全体员工争做全体员工争做““品牌小品牌小

蜜蜂蜜蜂”，”，从总监到一线员工从总监到一线员工，，

在在““上汽车有惠上汽车有惠””平台平台，，主主

动开展潜客推荐动开展潜客推荐，，介绍购车介绍购车

信息信息，，积极促进成交积极促进成交。。据据

““上汽车有惠上汽车有惠””的统计的统计，，44月月

上汽通用员工成功推荐购车上汽通用员工成功推荐购车

的数量达到原先的的数量达到原先的22--33倍倍。。

（童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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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路相逢勇者胜 越是艰难越向前
上汽通用举行升旗仪式，庆祝公司成立23周年

上汽上汽MAXUSMAXUS登顶宽体轻客销量第一登顶宽体轻客销量第一

5月热销5220辆，同比暴增96.39%

有序推进复工复产
文化活动提振士气

产品服务迭代升级

三车联手助推登顶

高品质获用户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