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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杠青年”为自己的梦想打工

上汽大通探索新就业形态

变局中开新局变局中开新局 激发创新动能激发创新动能

本报记者 顾行成

据了解据了解，，星级运营师仅星级运营师仅

是上汽大通是上汽大通““人人都是合伙人人都是合伙

人人””活动的其中一种模式活动的其中一种模式，，

还有另外一种突破组织边界还有另外一种突破组织边界

的模式也在快速成长的模式也在快速成长，，它就它就

是是““大通迈享客大通迈享客”。”。迈享客迈享客

是一个汽车文化社交是一个汽车文化社交、、创富创富

的社会平台的社会平台，，只要实现从只要实现从

““线索发现线索发现””到到““成功转化成功转化

为订单为订单”，”，公司将给予迈享公司将给予迈享

客们丰厚的奖励客们丰厚的奖励。。目前目前，，上上

汽大通已招募汽大通已招募500500多名迈享多名迈享

客客，，通过推广汽车产品通过推广汽车产品、、推推

广房车租赁产品广房车租赁产品、、推广课程推广课程

及商品并提供体验服务及商品并提供体验服务，，为为

他们提供斜杠事业他们提供斜杠事业。。

其中其中，，既有企业员工通既有企业员工通

过自建购车群分享自己的用过自建购车群分享自己的用

车体验车体验，，收获粉丝订单收获粉丝订单，，也也

有赛车手通过组织试乘试驾有赛车手通过组织试乘试驾

促成销量转换促成销量转换。。各行各业各行各业、、

各路各路““斜杠青年斜杠青年””既为自既为自

己己，，又为上汽大通创造价又为上汽大通创造价

值值，，通过迈享客这样的新就通过迈享客这样的新就

业形态实现了共创共享业形态实现了共创共享。。

““迈享客迈享客””这种模式旨这种模式旨

在建立跨领域的高效价值网在建立跨领域的高效价值网

络络，，打造新的生态布局打造新的生态布局。。这这

种跨界模式是对就业模式的种跨界模式是对就业模式的

一种全新理解一种全新理解———让—让““职职

业业””与与““爱好爱好””互相结合互相结合。。

上汽大通将和所有愿意上汽大通将和所有愿意““提提

升客户体验升客户体验”“”“创造用户价创造用户价

值值””的的““迈享客迈享客””们合作共们合作共

赢赢。。在数字化时代在数字化时代，，只有打只有打

造共生型组织造共生型组织，，才能应对环才能应对环

境的不确定性境的不确定性。。

从星级运营师到迈享从星级运营师到迈享

客客，，上汽大通不断探索组织上汽大通不断探索组织

模式的创新模式的创新，，而这也让上汽而这也让上汽

大通的未来更加充满想象大通的未来更加充满想象。。

一手抓产品创新一手抓产品创新，，另一手抓另一手抓

模式创新模式创新。。面对汽车行业的面对汽车行业的

变局变局，，上汽大通既要以用户上汽大通既要以用户

为中心为中心，，更要以员工为中更要以员工为中

心心。。在互联网带来的数字化在互联网带来的数字化

时代时代，，员工更愿意共享员工更愿意共享、、合合

作作，，体现个人价值体现个人价值。。员工的员工的

主人翁精神主人翁精神，，给企业带来了给企业带来了

更具价值的新内涵更具价值的新内涵。。面对这面对这

样的变化样的变化，，蓝青松说蓝青松说：“：“组组

织怎样调整织怎样调整、、怎么赋能员怎么赋能员

工工，，是我们管理者面临的新是我们管理者面临的新

挑战挑战。”。”

66 月月 55 日日，，上汽大通举上汽大通举

行了首批行了首批““员工合伙人员工合伙人””星星

级运营师表彰仪式级运营师表彰仪式，，首批表首批表

现出色的运营师代表出席并现出色的运营师代表出席并

领取了星级运营师奖金领取了星级运营师奖金。。

33月底月底，，在上汽大通召在上汽大通召

开的干部会议上开的干部会议上，，上汽集团上汽集团

副总裁蓝青松提出公司要强副总裁蓝青松提出公司要强

化销售文化化销售文化，，推进推进““员工合员工合

伙人伙人””计划计划，，拉开了上汽大拉开了上汽大

通通““人人都是营销人人人都是营销人、、人人人人

都是合伙人都是合伙人””活动的大幕活动的大幕。。

通过打造通过打造““明星合伙人明星合伙人”，”，

上汽大通将让每位员工都能上汽大通将让每位员工都能

为自己的梦想打工为自己的梦想打工、、为自己为自己

的未来创业的未来创业。。

44月初月初，，员工星级运营员工星级运营

师顺势而生师顺势而生。。这些星级运营这些星级运营

师由员工兼职参与师由员工兼职参与，，通过专通过专

业的培训和考试业的培训和考试，，与新运营与新运营

团队合作团队合作，，实现流量的转化实现流量的转化

和订单的达成和订单的达成。。这些从上汽这些从上汽

大通全体员工中招募而来的大通全体员工中招募而来的

星级运营师星级运营师，，来自各个部来自各个部

门门，，他们乐意尝试他们乐意尝试，，和用户和用户

在线交流在线交流，，推荐公司产品推荐公司产品。。

他们利用业余时间他们利用业余时间，，通过线通过线

上新运营模式上新运营模式，，在一个多月在一个多月

的时间里完成了的时间里完成了200200多份订多份订

单单。。

其中其中，，来自底盘部的车来自底盘部的车

轮及备胎机构工程师姚磊轮及备胎机构工程师姚磊、、

动力总成部的电控系统工程动力总成部的电控系统工程

师孙云赫师孙云赫、、质量保证部的检质量保证部的检

验员薛金刚和上汽大通无锡验员薛金刚和上汽大通无锡

基地的安继平都完成了超过基地的安继平都完成了超过

3030 份份 DD9090 propro 订单订单，，平均平均

售价超过售价超过2424万元万元。。

““一开始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做运营师还有奖金拿做运营师还有奖金拿。。当时当时

报名参加这个活动报名参加这个活动，，最大的最大的

目的目的，，就是想给自己一个机就是想给自己一个机

会会。”。”来自上汽大通无锡基来自上汽大通无锡基

地的安继平说道地的安继平说道，“，“以前以前，，

像我这样的操作工像我这样的操作工，，未来的未来的

职业规划很有可能会一直处职业规划很有可能会一直处

在生产制造岗位在生产制造岗位，，我想改变我想改变

一下自己一下自己，，星级运营师的招星级运营师的招

募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募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

今年两会期间今年两会期间，“，“新就新就

业形态业形态””受到了国家领导人受到了国家领导人

的关注的关注。。55月月2323日日，，习近平习近平

总书记在全国政协经济界联总书记在全国政协经济界联

组会上指出组会上指出，“，“新就业形新就业形

态态””要顺势而为要顺势而为，，补齐短补齐短

板板。。

就在一周之前就在一周之前，，安继平安继平

在人事部门的建议下在人事部门的建议下，，正式正式

转岗到了无锡畅通转岗到了无锡畅通 44SS 店店，，

从一名生产车间操作工转岗从一名生产车间操作工转岗

成了一名成了一名 44SS 店销售人员店销售人员。。

““很忙很忙，，压力非常大压力非常大，，人很人很

充实充实。”。”这就是现今安继平这就是现今安继平

的日常状态的日常状态。“。“我拿过单我拿过单

子子，，也被客户放过鸽子也被客户放过鸽子。。在在

做兼职运营师的那段日子做兼职运营师的那段日子

里里，，我学会了换位思考我学会了换位思考。。站站

在客户角度想一想在客户角度想一想，，找出客找出客

户心中的顾虑户心中的顾虑，，从而转化客从而转化客

户户。。正是这段经历正是这段经历，，给了我给了我

换一个全新岗位换一个全新岗位，，挑战自己挑战自己

的勇气的勇气。。在上汽大通这样一在上汽大通这样一

家有创新精神的企业里家有创新精神的企业里，，作作

为一线员工为一线员工，，我非常愿意和我非常愿意和

公司一起探索和成长公司一起探索和成长。”。”

““新就业形态新就业形态””为企业为企业

员工就业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员工就业打开了一扇全新的

大门大门。“。“我们的星级运营师我们的星级运营师

都是兼职的都是兼职的。”。”上汽大通党上汽大通党

委书记徐珍告诉记者委书记徐珍告诉记者，“，“有有

员工告诉我员工告诉我，，应聘星级运营应聘星级运营

师之前师之前，，他怎么也没想到自他怎么也没想到自

己会擅长做销售己会擅长做销售。。我们的奖我们的奖

金并不高金并不高，，主要是对员工的主要是对员工的

感谢感谢，，但参与者在过程中都但参与者在过程中都

很投入很投入、、很积极很积极。。正是通过正是通过

星级运营师这个活动星级运营师这个活动，，我们我们

给了员工多一个平台给了员工多一个平台、、多一多一

次机会次机会，，让他多发掘一种技让他多发掘一种技

能能，，给未来的职场发展拓展给未来的职场发展拓展

了新的可能了新的可能。”。”

星级运营师们用努力与星级运营师们用努力与

热情构建了品牌与用户之间热情构建了品牌与用户之间

的信赖关系的信赖关系，，更赢得了用户更赢得了用户

与市场的口碑与市场的口碑。。他们不仅为他们不仅为

所有的上汽大通员工树立了所有的上汽大通员工树立了

一个全新的榜样一个全新的榜样，，更是让所更是让所

有的大通人看到了有的大通人看到了““打破传打破传

统职业边界统职业边界，，自我价值再提自我价值再提

升的新通道升的新通道”。”。

丄丄丄丄丄丄
丄丄丄丄丄丄
丄丄丄丄丄丄

做完运营师，有人转岗了

每天一下班每天一下班，，运营师们运营师们

就开始忙起来了就开始忙起来了，，在那一个在那一个

多月的时间里多月的时间里，，安继平每天安继平每天

除了上班除了上班、、睡觉睡觉，，业余时间业余时间

几乎都在扮演着运营师的角几乎都在扮演着运营师的角

色色。。

““ 说 辛 苦说 辛 苦 ，， 那 是 肯 定那 是 肯 定

的的，，但和默默在背后支持我但和默默在背后支持我

们的导师团队比起来们的导师团队比起来，，这种这种

辛苦又根本算不了什么辛苦又根本算不了什么。。我我

有时半夜有时半夜 1212 点睡觉点睡觉，，但第但第

二天起来一看群里的聊天记二天起来一看群里的聊天记

录录，，经常发现直到凌晨一二经常发现直到凌晨一二

点点，，导师们还在忙碌着导师们还在忙碌着。”。”

安继平告诉记者安继平告诉记者。。

据了解据了解，，因为所有的运因为所有的运

营师几乎都是来自与销售无营师几乎都是来自与销售无

直接关系的岗位直接关系的岗位，，也就是所也就是所

谓的谓的““新丁新丁”。”。上汽大通甚上汽大通甚

至为每一位运营师配备了至至为每一位运营师配备了至

少少44位导师来进行助攻位导师来进行助攻，，为为

他们提供专业的指导他们提供专业的指导。“。“没没

有导师的助攻有导师的助攻，，我可能连一我可能连一

开始该怎么和客户对话都不开始该怎么和客户对话都不

知道知道。”。”安继平颇有感触安继平颇有感触，，

““而且而且，，第一单导师还给我第一单导师还给我

挑选了一位购买意向相对较挑选了一位购买意向相对较

高的潜客高的潜客。。现在想想现在想想，，要是要是

一开始就遇到一位一开始就遇到一位‘‘难搞难搞’’

的客户的客户，，说不定我就打退堂说不定我就打退堂

鼓了鼓了。”。”

有运营师戏称有运营师戏称，，这些导这些导

师都是即插即拔型的师都是即插即拔型的，，随叫随叫

随到随到。。据介绍据介绍，，每一位星级每一位星级

运营师的背后都有各种业务运营师的背后都有各种业务

板块导师在助攻板块导师在助攻，，这些后台这些后台

的助攻团队的成员是不固定的助攻团队的成员是不固定

的的，，平时也不见面平时也不见面，，都是在都是在

线上随时待命线上随时待命。。根据不同的根据不同的

客户以及运营师的特点和需客户以及运营师的特点和需

求求，，导师的配备也不同导师的配备也不同，，为为

他们提供个性化的助攻他们提供个性化的助攻。。

业务需要在哪里业务需要在哪里，，资源资源

就往哪里铺就往哪里铺。。内部组织在线内部组织在线

平台的最大价值之一平台的最大价值之一，，就是就是

为员工精准赋能为员工精准赋能，，培养员工培养员工

更多的能力更多的能力，，让员工有更强让员工有更强

的竞争力的竞争力。。员工永远是组织员工永远是组织

建设的核心建设的核心，，能够帮助员工能够帮助员工

在组织转型中拥抱变化在组织转型中拥抱变化，，和和

企业一起成长企业一起成长，，让员工看到让员工看到

成功的榜样成功的榜样，，看到组织的战看到组织的战

斗力斗力，，看到自我价值的提看到自我价值的提

升升，，这也是组织转型的最大这也是组织转型的最大

成就之一成就之一。。

在徐珍看来在徐珍看来，，星级运营星级运营

师带来的是上汽大通在组织师带来的是上汽大通在组织

转型过程中衍生出来的一种转型过程中衍生出来的一种

全新的团队合作方式全新的团队合作方式，，企业企业

今后会转变为网状的组织今后会转变为网状的组织。。

运营师们来自不同的板块运营师们来自不同的板块，，

也许本来并不认识也许本来并不认识，，但在信但在信

任和共同目标的基础上任和共同目标的基础上，，必必

将全力以赴将全力以赴。。

““我在家里我在家里，，就算做家就算做家

务务，，也要把电脑音箱开到最也要把电脑音箱开到最

大大，，确保不漏过每一位客户确保不漏过每一位客户

的询问的询问。”。”姚磊表示姚磊表示，“，“通过通过

兼职运营师兼职运营师，，我不仅发现我我不仅发现我

身上还有销售的天赋身上还有销售的天赋，，更有更有

意义的是意义的是，，因为通过和用户因为通过和用户

的直连的直连，，我对用户真正的需我对用户真正的需

求有了更直观的了解求有了更直观的了解，，这种这种

了解对我的日常设计和开发了解对我的日常设计和开发

工作具有极大的参考意义工作具有极大的参考意义。。

所以第二期运营师报名一开所以第二期运营师报名一开

始始，，我就鼓动两位同事报了我就鼓动两位同事报了

名名。。希望星级运营师的这段希望星级运营师的这段

经历对他们的工作也能有帮经历对他们的工作也能有帮

助助。”。”

共创共享，打造共生型组织

““每一个运营师都来自每一个运营师都来自

不同的岗位不同的岗位。。我们的组织要我们的组织要

转为以客户为中心的组织转为以客户为中心的组织，，

光喊口号是没有用的光喊口号是没有用的，，要让要让

运营师们把用户的运营师们把用户的、、市场的市场的

声音带回去声音带回去，，把真实反馈带把真实反馈带

回去回去，，反哺他们的业务开反哺他们的业务开

发发，，把对客户的理解回归业把对客户的理解回归业

务本身务本身。”。”徐珍表示徐珍表示，“，“上汽上汽

大通搭建这个平台大通搭建这个平台，，让大家让大家

多一种技能多一种技能，，使其不单单是使其不单单是

为上汽大通卖车为上汽大通卖车，，也为自己也为自己

卖车卖车。。与此同时与此同时，，我们也想我们也想

让员工感受到让员工感受到，，自己虽然处自己虽然处

在一个传统的行业中在一个传统的行业中，，但也但也

是在创新的路上是在创新的路上。。随着新一随着新一

轮星级运营师招募活动的启轮星级运营师招募活动的启

动动，，我们希望这支队伍能够我们希望这支队伍能够

越来越壮大越来越壮大，，越来越多的员越来越多的员

工能够通过这个平台工能够通过这个平台，，打破打破

自己的边界自己的边界，，获得新的赋获得新的赋

能能。”。”

公司资源助攻，全新团队合作

把声音带回去，真正面向用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