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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月月 1919 日日，，上汽联创智上汽联创智

能网联创新中心启动仪式在能网联创新中心启动仪式在

金桥举行金桥举行。。浦东新区副区长浦东新区副区长

管小军管小军，，上汽集团副总裁上汽集团副总裁、、

总工程师祖似杰共同为上汽总工程师祖似杰共同为上汽

联创智能网联创新中心揭联创智能网联创新中心揭

牌牌。。当天当天，，联创汽车电子联创汽车电子、、

金桥股份金桥股份、、瑞尔研究院共同瑞尔研究院共同

签约签约，，智能网联汽车电子孵智能网联汽车电子孵

化平台正式启动化平台正式启动，，并迎来首批并迎来首批

88 家企业集中入驻家企业集中入驻。。其中其中，，联联

创汽车电子负责搭创汽车电子负责搭建智能网建智能网

联汽车实验室联汽车实验室，，并向社会开并向社会开

放共享实验资源放共享实验资源，，这也是目这也是目

前国内最大的由汽车商建立前国内最大的由汽车商建立

的开放式实验室的开放式实验室。。金桥股份金桥股份

提供空间和服提供空间和服务务，，瑞瑞尔研究院尔研究院

负责搭建创新创业孵化平台负责搭建创新创业孵化平台。。

““这个创新中心不仅仅是这个创新中心不仅仅是

一个开放的智能网联实验一个开放的智能网联实验

室室，，我们还希望叠加一个创我们还希望叠加一个创

新创业孵化平台新创业孵化平台，，通过集聚通过集聚

智能网联汽车电子全产业链智能网联汽车电子全产业链

创业型科技企业创业型科技企业，，全力打造全力打造

智能网联技术智能网联技术‘‘全球新高全球新高

地地’。”’。”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创新中心将引进国内外创新中心将引进国内外

研发机构研发机构，，提供全方位企业提供全方位企业

发展咨询服务发展咨询服务，，力促产业链力促产业链

初创企业孵化升级初创企业孵化升级，，实现智实现智

能网联领域的多元成果转化能网联领域的多元成果转化。。

此次入驻的此次入驻的 88 家企业都家企业都

是汽车是汽车““新四化新四化””领域的领域的

““新星新星”，”，在智能驾驶在智能驾驶、、核心核心

器件器件、、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拥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拥

有核心技术有核心技术。。

““上汽有着丰富的应用场上汽有着丰富的应用场

景景，，让智能网联技术落地让智能网联技术落地。。

很荣幸能够入驻到创新中很荣幸能够入驻到创新中

心心，，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能能

与上汽多交与上汽多交流流、、多多合作合作。”。”一一

位入驻企业的负责人表示位入驻企业的负责人表示。。

上汽联创智能网联汽车上汽联创智能网联汽车

电子创新中心位于金桥电子创新中心位于金桥55GG产产

业生态园业生态园。。园区高度集聚了园区高度集聚了

智能网联汽车通信智能网联汽车通信、、芯片芯片、、

核心零部件及整车研发等产核心零部件及整车研发等产

业 要 素业 要 素 ，， 构 建 了 完 整 的构 建 了 完 整 的

““55G+G+未来车未来车””产业链产业链。。

作为创新中心的重要创作为创新中心的重要创

建者建者，，联创汽车电子已拥有联创汽车电子已拥有

智能转向系统智能转向系统（（iEPSiEPS）、）、智能智能

制动系统制动系统 （（iBSiBS）、）、智能驾驶智能驾驶

计算平台计算平台 （（iECUiECU）、）、智联网智联网

智能终端智能终端（（iBOXiBOX））四大核心四大核心

业务业务。。

““不同于企业内部的研发不同于企业内部的研发

部门部门，，上汽联创智能网联创上汽联创智能网联创

新中心向社会开放新中心向社会开放。”。”联创汽联创汽

车电子相关负责人说车电子相关负责人说，“，“建立建立

这个创新中心这个创新中心，，我们可以扩我们可以扩

大朋友圈大朋友圈，，和我们的合作伙和我们的合作伙

伴一起伴一起，，更快地推动更快地推动55GG智能智能

驾驶汽车投入产业化应用驾驶汽车投入产业化应用。”。”

上汽联创智能网联创新中心正式启动

共享智能网联汽车实验室资源

66 月月 2222 日日，，在上汽大在上汽大

通南京通南京CC22BB定制工厂总装定制工厂总装

车间内车间内，，首辆即将跨洋出首辆即将跨洋出

海至挪威的海至挪威的““中国智造中国智造””

新能源家用新能源家用MPVMPV———上汽—上汽

MAXUS EUNIQMAXUS EUNIQ 55 样 车样 车

正式下线正式下线。。

上 汽上 汽 MAXUS EUMAXUS EU--

NIQNIQ 55将成为挪威市场上将成为挪威市场上

首款纯电动家用首款纯电动家用MPVMPV，，这这

也是欧洲市场上首款中国也是欧洲市场上首款中国

品牌新能源家用品牌新能源家用MPVMPV

车型车型。。

据 悉据 悉 ，，

人 口 仅人 口 仅

500500 万 左万 左

右的挪威右的挪威，，电动汽车市场电动汽车市场

份额全球领先份额全球领先，，20202020 年年，，

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

分别占挪分别占挪威新车销量的威新车销量的

5050..55%% 和和 1010%% ，， 电 动 汽 车电 动 汽 车

（（包括混合动力包括混合动力））占挪威汽占挪威汽

车总销量的比例超过车总销量的比例超过1717%%。。

EUNIQEUNIQ 55采用了由上采用了由上

汽集团和宁德时代合作开汽集团和宁德时代合作开

发的高效能安全三元锂电发的高效能安全三元锂电

池池，，可保证可保证NEDCNEDC循环综循环综

合续航里程高达合续航里程高达 420420kmkm，，

更兼具优异的耐寒更兼具优异的耐寒、、耐热耐热

性能性能，，可在可在--3030℃-℃-5555℃℃的的

环境中工作环境中工作。。该车还采用该车还采用

了来自华为的电机控制器了来自华为的电机控制器

MCUMCU 与与““三合一三合一””充配充配

电单元电单元 CDUCDU，，历经极寒历经极寒、、

沙尘沙尘、、低气压低气压、、酸雨等诸酸雨等诸

多极限环境多极限环境考验考验，，电池做电池做

到了到了 1515 年年//3030 万公里的超万公里的超

长寿命长寿命。。 （通文）

首款中国品牌新能源MPV登陆欧洲
上汽MAXUS EUNIQ 5挪威出口车型正式下线

66月月2222日日，，上汽依维柯上汽依维柯

红岩商用车有限公司与采埃红岩商用车有限公司与采埃

孚股份公司采用远程视频会孚股份公司采用远程视频会

议的方式议的方式，，同步连线重庆同步连线重庆、、

上海及德国哈芬市三地上海及德国哈芬市三地，，共共

同举行了同举行了““上汽红岩与采埃上汽红岩与采埃

孚战略合作孚战略合作””云签约仪式云签约仪式。。

近几年近几年，，随着互联网通随着互联网通

信技术信技术、、产品制造技术的逐产品制造技术的逐

步提高步提高，，我国商用车的高端我国商用车的高端

化化、、智能化已经成为行业的智能化已经成为行业的

发展趋势发展趋势，，在发展道路上充在发展道路上充

满了机遇与挑战满了机遇与挑战，，因此双方因此双方

希望建立一种全新的战略合希望建立一种全新的战略合

作关系来提高市场竞争力作关系来提高市场竞争力。。

根据协议根据协议，，上汽红岩与上汽红岩与

采埃孚将在技术研发采埃孚将在技术研发、、供求供求

关系关系、、品牌战略品牌战略、、营销服务营销服务

以及管理经验方面进一步深以及管理经验方面进一步深

度合作度合作，，充分发挥双方各自充分发挥双方各自

优势优势，，不断优化合作模式不断优化合作模式，，

完善合作流程完善合作流程，，在战略层面在战略层面

相互交流相互交流，，在技术层面相互在技术层面相互

支持支持，，共同推动商用车向电共同推动商用车向电

动化动化、、智能化智能化、、网联化网联化、、共共

享化的方向发展享化的方向发展。。(陈贤贤）

上汽红岩与采埃孚
“云端”达成战略合作

随着五菱品牌首款四随着五菱品牌首款四座座

新能源车型宏光新能源车型宏光 MINI EVMINI EV

陆续火热下线陆续火热下线，，66 月月 2121 日日，，

上汽通用五菱青岛基地迎来上汽通用五菱青岛基地迎来

第第600600万辆整车万辆整车下线下线。。

作为青岛基地第作为青岛基地第600600万万

辆 整 车 下 线 的 宏 光辆 整 车 下 线 的 宏 光 MINIMINI

EVEV，，是上汽通用五菱积极是上汽通用五菱积极

响应用户的出行代步需求响应用户的出行代步需求，，

持续丰富新能源汽车产品矩持续丰富新能源汽车产品矩

阵的匠心之作阵的匠心之作。。秉承秉承““人民人民

需要什么需要什么，，五五菱就造什么菱就造什么””

的初心的初心，，宏光宏光 MINI EVMINI EV 定定

位为位为““人民代步车人民代步车”，”，自自 55

月预售以来月预售以来，，持续受到用户持续受到用户

的关注与期待的关注与期待。。 （通文）

上汽通用五菱青岛基地
第600万辆整车下线

首席记者 李修惠

近日近日，，享道出行注册用享道出行注册用

户数突破户数突破10001000万人次万人次。。随着随着

复工复产形势趋好复工复产形势趋好，，享道专享道专

车业务的司乘供需两端均持车业务的司乘供需两端均持

续呈现稳步增长态势续呈现稳步增长态势，，业务业务

量已于量已于 55 月底恢复到疫情发月底恢复到疫情发

生前生前8080%%的水平的水平。。

为了力促市场回暖为了力促市场回暖，，在在

疫情爆发初期疫情爆发初期，，享道出行及享道出行及

时在郑州的运营车辆上加装时在郑州的运营车辆上加装

了内置式深紫外线杀毒汽车了内置式深紫外线杀毒汽车

空调系统空调系统，，打消了用户对使打消了用户对使

用网约车的顾虑用网约车的顾虑，，让享道出让享道出

行成为当地业务量恢复速度行成为当地业务量恢复速度

最快的网约车企业之一最快的网约车企业之一。。

在复工复产初期在复工复产初期，，享道享道

出行通过出行通过““助力复工复产助力复工复产””

““安心通勤车队安心通勤车队””等行动等行动，，在在

新兴产业园区和大型写字楼新兴产业园区和大型写字楼

等区域投放优惠券等区域投放优惠券，，降低用降低用

户通勤成本户通勤成本，，吸引新用户吸引新用户。。

到了中小学生复课返校到了中小学生复课返校

时期时期，，享道出行推出了定制享道出行推出了定制

化的出行产品化的出行产品————““享学小享学小

专车专车”，”，面向中小学生提供一面向中小学生提供一

对一专属多日接送服务对一专属多日接送服务，，截截

至至55月底月底，，已经为超过已经为超过100100个个

家庭提供小孩接送服务家庭提供小孩接送服务。。

为响应各大城市为响应各大城市““点亮点亮

夜经济夜经济””的需求的需求，，享道出行享道出行

围绕加班白领围绕加班白领、、夜经济消费夜经济消费

人群的需求人群的需求，，在各大城市推在各大城市推

出出““夜间守护专车夜间守护专车”，”，增加了增加了

专属靠枕专属靠枕、、一次性蒸汽眼罩一次性蒸汽眼罩

等服务用品等服务用品，，让乘客在夜归让乘客在夜归

路上获得充分休息路上获得充分休息。。

这些举措赢得了市场的这些举措赢得了市场的

良好反馈良好反馈。“。“我们将持续聚焦我们将持续聚焦

细分场景细分场景，，围绕用户需求扩围绕用户需求扩

张 服 务 边 界张 服 务 边 界 。。 预 计 到预 计 到 66 月月

底底，，业务可恢复到疫情发生业务可恢复到疫情发生

前水平前水平。”。”相关负责人表示相关负责人表示。。

聚焦细分场景 扩张服务边界

享道出行注册用户数破千万

着力打造

智能网联汽车生态圈

构建完整5G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

66月月2424日日，，上汽集团举上汽集团举

行党委中心组行党委中心组（（扩大扩大））学习学习

报告会报告会，，邀请市委党校常务邀请市委党校常务

副校长徐建刚做副校长徐建刚做《《创业与守创业与守

业业———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坚—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坚

守初心和使命的守初心和使命的》》专题辅导专题辅导

报告报告。。上汽集团领导班子成上汽集团领导班子成

员参加学习员参加学习，，有关总部部有关总部部

室室、、部分单位部分单位领导列席学习领导列席学习。。

辅导报告围绕辅导报告围绕““中国共中国共

产党是如何创业的产党是如何创业的、、中国共中国共

产党的红色基因是什么产党的红色基因是什么、、中中

国共产党的红色文化国共产党的红色文化””三个三个

方面做了梳理方面做了梳理，，引用生动鲜引用生动鲜

活的史料和事例活的史料和事例，，让与会人让与会人

员重温了党的历史员重温了党的历史。。

上汽集团深入推进上汽集团深入推进““四四

史史””学习教育学习教育，，目前已在集目前已在集

团上下全面启动团上下全面启动，，近期正在近期正在

开展开展““奋进路上奋进路上、、奋斗有奋斗有

我我””支部书记讲党课评选支部书记讲党课评选；；

同时同时，，第五轮第五轮““万名党员进万名党员进

党校党校””培训中也纳入培训中也纳入““四四

史史””学习内容学习内容；“；“七一七一””期间期间，，

集团集团 15001500 余个党支部将结余个党支部将结

合合““四史四史””学习教育学习教育，，开展开展

主题党日活动主题党日活动。。上汽各级党上汽各级党

组织和广大党员以组织和广大党员以““四史四史””

学习教育为契机学习教育为契机，，不断增强不断增强

信仰信仰、、信念信念、、信心信心，，汲取开汲取开

拓前进的强大勇气和力量拓前进的强大勇气和力量，，

全力应对市场挑战全力应对市场挑战，，推动上推动上

汽创新转型发展不断前进汽创新转型发展不断前进。。

（宗何）

上汽集团深入推进
“四史”学习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