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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月月 1313 日日，，MG HecMG Hec--

tor Plustor Plus 在印度开售在印度开售。。印度印度

媒体还是蛮看好这辆车的媒体还是蛮看好这辆车的。。

一 方 面一 方 面 ，， 这 是 一 辆这 是 一 辆 66 座座

SUVSUV，，很符合当地市场需很符合当地市场需

求求。。另一方面另一方面，，MG HecMG Hec--

tor Plustor Plus 和去年此时在当地和去年此时在当地

上市的上市的MG HectorMG Hector一样一样，，也也

是一辆智能网联汽车是一辆智能网联汽车。。

MG HectorMG Hector在印度上市在印度上市

一年来取得骄人成绩一年来取得骄人成绩。。据印据印

度媒体报道度媒体报道，，去年去年 77 月月 MGMG

HectorHector刚上市时刚上市时，，印度汽车印度汽车

市场销量遭遇整体下滑市场销量遭遇整体下滑，，但但

MG HectorMG Hector 销量却逆势而销量却逆势而

上上。。受疫情影响受疫情影响，，印度汽车印度汽车

市场在市场在44--55月一度陷入停滞月一度陷入停滞

状态状态。。上汽印度公司防疫上汽印度公司防疫、、

经营两手抓经营两手抓，，奋力恢复生产奋力恢复生产

节奏节奏。。66 月月，，MG HectorMG Hector 销销

售售 18671867 辆辆 ；； 纯 电 动纯 电 动 SUVSUV

MG EZSMG EZS销售销售145145辆辆。。

MG HectorMG Hector让印度消费让印度消费

者纷纷说香的原因有几个者纷纷说香的原因有几个：：

一是智能网联系统这个差异一是智能网联系统这个差异

化优势找得好化优势找得好。。MG HectorMG Hector

上市时上市时，，印度市场还没有车印度市场还没有车

型具有智能网联功能型具有智能网联功能。。二是二是

营销做得好营销做得好。。下定优惠下定优惠、、预预

售售、、社交网络营销社交网络营销，，上汽印上汽印

度公司玩得很溜度公司玩得很溜。。三是配套三是配套

服务做得好服务做得好。。印度不少政策印度不少政策

变化很快变化很快，，比如今年的保险比如今年的保险

政策又有了新变化政策又有了新变化，，势必影势必影

响消费者购车欲望响消费者购车欲望。。但上汽但上汽

保险公司和上汽印度公司一保险公司和上汽印度公司一

起起““出海出海”，”，为当地消费者为当地消费者

提供配套的金融服务提供配套的金融服务，，在很在很

大程度上保障了销售大程度上保障了销售。。

上汽保险公司总经理助上汽保险公司总经理助

理杨帆说理杨帆说：“：“今年今年，，面对印面对印

度的保险政策变化度的保险政策变化，，以及疫以及疫

情的冲击情的冲击，，上汽保险企业大上汽保险企业大

客户部克服各种困难客户部克服各种困难，，攻克攻克

了了 MGMG 印度项目的既定目印度项目的既定目

标标。”。”通过研究当地的保险通过研究当地的保险

政策和调查政策和调查MGMG印度工厂的印度工厂的

风险状况风险状况，，最大幅度地为最大幅度地为

MGMG印度节约保费成本印度节约保费成本。。

20172017 年初年初，，上汽投资上汽投资

3232..7575 亿元人民币亿元人民币，，通过收通过收

购并改造位于印度古吉拉特购并改造位于印度古吉拉特

邦巴罗达市的印度通用汽车邦巴罗达市的印度通用汽车

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HALOLHALOL 工厂的方工厂的方

式式，，设立整车制造基地及配设立整车制造基地及配

套供应商园区套供应商园区，，规划年产规划年产

55..66 万辆汽车万辆汽车。。如今如今，，印度印度

已成为上汽集团第七个已成为上汽集团第七个““万万

辆级辆级””海外市场海外市场。。MGMG印度印度

项目越成功项目越成功，，保险等风险管保险等风险管

理需求也就越大理需求也就越大。。

在印度在印度，，上汽保险已打上汽保险已打

出漂亮的出漂亮的““助攻助攻”。”。55 月底月底，，

上汽保险和上汽保险和MGMG印度实现了印度实现了

保险合作保险合作。。杨帆说杨帆说：“：“上汽上汽

在开拓海外市场时在开拓海外市场时，，怎么为怎么为

集团的海外工厂防控风险集团的海外工厂防控风险，，

成了我们积极思考的问题成了我们积极思考的问题。”。”

由于各国保险监管政策由于各国保险监管政策

不同不同，，一些海外车企会选择一些海外车企会选择

海外大型保险公司投保海外大型保险公司投保。。但但

不少企业反映不少企业反映：：虽然这些大虽然这些大

型保险公司在当地深耕多型保险公司在当地深耕多

年年，，但是保费成本比较贵但是保费成本比较贵，，

而且一旦出险而且一旦出险，，理赔手续也理赔手续也

很繁琐很繁琐。。

如何保证事故发生后如何保证事故发生后，，

海外企业能得到理赔手续便海外企业能得到理赔手续便

捷和足额赔付的保证捷和足额赔付的保证？？最最

终终，，上汽保险企业大客户部上汽保险企业大客户部

采用由印度当地保险公司发采用由印度当地保险公司发

行保险合同行保险合同，，中国国内大型中国国内大型

保险公司大比例再保支持的保险公司大比例再保支持的

海内外联动方式海内外联动方式，，使企业发使企业发

生事故后能在中国国内直接生事故后能在中国国内直接

通过与国内大型保险公司的通过与国内大型保险公司的

沟通协调沟通协调，，来便捷处理事故来便捷处理事故

并得到足额赔付并得到足额赔付。。

因为海外当地保险政策因为海外当地保险政策

和国内大相径庭和国内大相径庭，，所以降低所以降低

海外保费成本需要研究当地海外保费成本需要研究当地

政策和专业化运作作为后政策和专业化运作作为后

盾盾。。今年就是如此今年就是如此，，上汽保上汽保

险大客户部团队负责人刘宏险大客户部团队负责人刘宏

介绍介绍：“：“今年今年，，印度国内颁印度国内颁

布了最低费率公约布了最低费率公约，，预计预计

MGMG印度的保费将比印度的保费将比20192019年年

同期大幅度上涨同期大幅度上涨。。为了解决为了解决

由此导致的一系列难题由此导致的一系列难题，，企企

业大客户部深入研究公约内业大客户部深入研究公约内

容容，，收集客户的保险需求收集客户的保险需求，，

通过报价前实施风险查勘了通过报价前实施风险查勘了

解解 MGMG 印度的真实风险状印度的真实风险状

况况，，在排分阶段不断寻找合在排分阶段不断寻找合

适的保险公司适的保险公司，，加强与海外加强与海外

以及国内保险公司的报价沟以及国内保险公司的报价沟

通协调通协调。。通过在不受最低费通过在不受最低费

率公约限制的货运险上最大率公约限制的货运险上最大

限度地降低保费限度地降低保费，，同时根据同时根据

MGMG 印度工厂的风险状况印度工厂的风险状况，，

促使保险公司采用最低费率促使保险公司采用最低费率

公约中的最低费率投保财产公约中的最低费率投保财产

险险、、机损险机损险、、利损险的方式利损险的方式

减轻了减轻了MGMG印度的保费成本印度的保费成本

负担负担。”。”

其实其实，，这并非上汽保险这并非上汽保险

第一次助力上汽通过第一次助力上汽通过““一带一带

一路一路””的出海的出海。。过去过去 33 年年，，

上汽保险已助力过五菱印上汽保险已助力过五菱印

尼尼、、MGMG泰国泰国、、汇众印度等汇众印度等

项目项目。。上汽保险希望在上汽保险希望在““一一

带一路带一路””上进一步发挥产融上进一步发挥产融

协同的效应协同的效应，，持续为上汽集持续为上汽集

团海外企业保驾护航团海外企业保驾护航，，提供提供

海外风险管理和保险服务海外风险管理和保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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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 Hector在印度热卖背后

快速响应用户需求，上汽保险服务实现神助攻

创新管理创新管理 砥砺前行砥砺前行

立足立足““进进”“”“实实”“”“拼拼”，”，实现全年实现全年““跑赢跑赢””目标目标

助力销售逆势而上

攻克印度项目目标

MG Hector在印度持续热销，能识别印度式

英语的智能网络系统功不可没。去年采访开发这套

系统的上汽海外出行公司时，记者了解到为满足海

外不同区域市场的用户需求，上汽海外出行建立了

一个项目管理工具——“货架”。

各个海外公司市场部首先将当地消费者的需求

交给海外出行，海外出行再针对这些需求从“货

架”上挑选出相对应的技术，然后像搭积木一样进

行模块化开发。这样不仅缩短了开发周期，更重要

的是，这些开发需求直接来自于市场、来自于用

户，所以产品会受到欢迎。

反思国内市场的某些打法，反而有些“看不

懂”。比如，产品开发时有没有想过目标用户是

谁？他们喜欢什么？有没有聆听过4S店销售员的

意见？售后服务的各个环节要怎样操作，才能让用

户觉得更舒心、放心？

我们熟悉本土市场，本应该优于海外市场。但

如果我们忘记聆听用户，反而会对本土市场“看不

懂”。对任何市场，都要怀敬畏之心，走进终端

市场，用心倾听用户心声。 （贝塔）

用心聆听用户心声

微评

最新销量数据显示最新销量数据显示，，

截至截至 66 月底月底，，上汽大众威上汽大众威

然累计销量达然累计销量达59205920辆辆，，取取

得销量开门红得销量开门红。。同时同时，，威威

然然66月潜客量总计超月潜客量总计超44万万，，

环比环比 55 月提升月提升 4040%%，，订单订单

量更是环比提升量更是环比提升 8585%%，，市市

场关注度稳步提升场关注度稳步提升。。

作 为 大 型 豪 华 商 务作 为 大 型 豪 华 商 务

MPVMPV市场新军市场新军，，威然集空威然集空

间间、、舒享舒享、、尊贵尊贵、、行政于行政于

一身一身，，直击直击MPVMPV车型用车车型用车

痛点痛点，，为消费者带来了为消费者带来了

““大大 VV””专属的高端专属的高端 MPVMPV

驾乘体验驾乘体验。。

威然超威然超55..33米的车身用米的车身用

流线型的线条勾勒出修流线型的线条勾勒出修

长长、、流畅的侧面流畅的侧面，，俯冲的俯冲的

姿态蕴含蓄势待发的动感姿态蕴含蓄势待发的动感

魅力魅力，，引领商务美学的新引领商务美学的新

风潮风潮。。不仅如此不仅如此，，流线型流线型

的车身也使威然的风阻系的车身也使威然的风阻系

数 低 至数 低 至 00..307307，， 其其 330330TSITSI

车 型 的 油 耗 仅 为车 型 的 油 耗 仅 为 77..66L/L/

100100kmkm，，在在 MPVMPV 市场可谓市场可谓

一枝独秀一枝独秀。。

智能科技方面智能科技方面，，威然威然

搭载智慧车联系统搭载智慧车联系统，，为用为用

户提供语音户提供语音、、导航导航、、控控

车车、、娱乐娱乐、、出行等全方位出行等全方位

的车联体验的车联体验。。此外此外，，威然威然

拥有拥有Traffic Jam AssistTraffic Jam Assist交交

通 拥 堵 辅 助 系 统通 拥 堵 辅 助 系 统 、、 LaneLane

AssistAssist 车 道 保 持 系 统车 道 保 持 系 统 、、

ACCACC33..00第三代自适应巡航第三代自适应巡航

系统系统、、AEBAEB 城市紧急制动城市紧急制动

带毫米波前雷达行人横穿带毫米波前雷达行人横穿

识别等多项领先的驾驶辅识别等多项领先的驾驶辅

助科技助科技。。符合中国路况需符合中国路况需

求的求的LL22级别智能驾驶级别智能驾驶““黑黑

科技科技”，”，能轻松应对中国城能轻松应对中国城

市复杂的路况市复杂的路况。。

作为上汽大众首款豪作为上汽大众首款豪

华商务华商务MPVMPV，，威然凭借全威然凭借全

新的德系豪华体验新的德系豪华体验，，为市为市

场带来场带来““新鲜血液新鲜血液”。”。

累计销量近6000辆 潜客、订单双升

上汽大众威然喜迎开门红

申沃以创新意识紧跟申沃以创新意识紧跟

时代步伐时代步伐，，以社会责任完以社会责任完

成品牌使命成品牌使命，，于近日全面于近日全面

完成了久事公交完成了久事公交 500500 辆纯辆纯

电动城市客车的生产及交电动城市客车的生产及交

付工作付工作，，为上海市绿色公为上海市绿色公

交出行交出行““添砖加瓦添砖加瓦”。”。

33 月月 3030 日日，，上汽集团上汽集团

董事长陈虹在申沃公司现董事长陈虹在申沃公司现

场调研时对今年申沃的质场调研时对今年申沃的质

量工作提出更高要求量工作提出更高要求。。基基

于集团的支持于集团的支持，，上汽大上汽大

众众、、上汽大通抽调出质量上汽大通抽调出质量

工作骨干力量工作骨干力量，，与申沃形与申沃形

成联合工作团队成联合工作团队，，从整车从整车

AUDITAUDIT入手入手，，切实提高制切实提高制

造质量造质量、、供应商质量管理供应商质量管理

等质量工作水平等质量工作水平，，进一步进一步

提升质量水平提升质量水平。。

此次申沃客车交付的此次申沃客车交付的

车辆为车辆为 177177 辆辆 1010 米级纯电米级纯电

动超高级城市客车动超高级城市客车、、323323

辆辆1212米级纯电动超高级城米级纯电动超高级城

市客车市客车。。这些车辆都按照这些车辆都按照

集团审核工作小组要求集团审核工作小组要求，，

落实全程严格的质量把落实全程严格的质量把

控控，，确保高质量与按时交确保高质量与按时交

付付。。 （申文）

申沃完成久事公交2020年
首批500辆纯电动客车交付任务

日前日前，，五菱品牌旗下五菱品牌旗下

首款四座新能源车宏光首款四座新能源车宏光

MINI EVMINI EV 在全国多个地在全国多个地

区上演了尚未上市区上演了尚未上市、、尚未尚未

公布正式售价就已有超公布正式售价就已有超

12001200 名用户迫切名用户迫切““抢车抢车””

的的““奇景奇景”，”，这款这款““人民的人民的

代步车代步车””人气可谓非常火人气可谓非常火

爆爆。。

为何在新车还未正式为何在新车还未正式

上市的情况下上市的情况下，，就有许多就有许多

用户迫不及待地用户迫不及待地““抢车抢车”？”？

其实答案很简单其实答案很简单，，许多消许多消

费者深受出行难费者深受出行难、、停车停车

难难、、油费高等一众问题困油费高等一众问题困

扰扰，，亟需一款能够真正解亟需一款能够真正解

决出行痛点的产品决出行痛点的产品。。而宏而宏

光光 MINI EVMINI EV 将 好 开 好将 好 开 好

停停、、实用安全实用安全、、经济亲民经济亲民

等优势属性融为一体等优势属性融为一体，，恰恰

好完美契合用户日常出行好完美契合用户日常出行

代步需求代步需求。。同时同时，，如此火如此火

爆的场景背后爆的场景背后，，也诠释了也诠释了

用户对五菱品牌及产品品用户对五菱品牌及产品品

质的信赖与认可质的信赖与认可。。

据 悉据 悉 ，， 宏 光宏 光 MINIMINI

EVEV预售至今预售至今，，订单将近三订单将近三

万万，，已是汽车界的已是汽车界的““当红当红

流量小生流量小生”。”。这款这款““人民的人民的

代步车代步车””未上市先爆红未上市先爆红，，

圈粉无数圈粉无数，，被众人被众人““疯疯

抢抢”，”，未来可期未来可期。。（龚观）

宏光MINI EV未上市先爆红

“人民的代步车”众人“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