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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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汽通用别克电商首席带货官对汽车直播的一些思考

“与别克品牌一起走在
时代的前沿”

直播带货到底是一种直播带货到底是一种

新的商业模式新的商业模式，，还是传统还是传统

商业模式的一种科技表商业模式的一种科技表

现现？？直播是否能够为汽车直播是否能够为汽车

产品带货产品带货？？这些都成为各这些都成为各

大品牌正在观察大品牌正在观察、、试水试水、、

讨论的话题讨论的话题。。

零售行业的商业逻辑零售行业的商业逻辑

是围绕人是围绕人、、货货、、场而来场而来

的的，，无论是商场无论是商场、、超市超市，，

还是还是44SS店店，，都是要引导对都是要引导对

的人到合适的地方买到他的人到合适的地方买到他//

她所需要的东西她所需要的东西。。互联网互联网

的诞生打破了人要亲自去的诞生打破了人要亲自去

有形的地方购买的逻辑有形的地方购买的逻辑，，

但是商业逻辑并没有改但是商业逻辑并没有改

变变。。随着科技的发展随着科技的发展，，逐逐

步由图片展现进化到短视步由图片展现进化到短视

频展现频展现，，引入用户评价来引入用户评价来

解决客户无法亲自体验的解决客户无法亲自体验的

痛点痛点。。随着随着 55GG 时代的到时代的到

来来，，视频传输变得越来越视频传输变得越来越

快快，，还原度越来越高还原度越来越高，，直直

播业务就是把原来卖场里播业务就是把原来卖场里

““一对一一对一””导购下单的业务导购下单的业务

模式转变为模式转变为““一对多一对多””导导

购购，，并且促进成交的形并且促进成交的形

式式，，使得商家的销售政策使得商家的销售政策

可以更高效可以更高效、、更规模化地更规模化地

发生作用了发生作用了。。这可以看作这可以看作

是是““导购生产力导购生产力””质的飞质的飞

跃跃 ，， 但 是 底 层 的但 是 底 层 的 ““ 人人 、、

货货、、场场””的商业逻辑没有的商业逻辑没有

发生改变发生改变。。这可以总结这可以总结

为为，，数字科技可以更精准数字科技可以更精准

地将对的人引流到对的地地将对的人引流到对的地

方方，，为客户节省体力为客户节省体力，，找找

到适合自己的产品到适合自己的产品，，因此因此

根据品牌自身的目的来制根据品牌自身的目的来制

订直播的策略很重要订直播的策略很重要。。

现 在现 在 ，， 在 新 车 发 布在 新 车 发 布

后后，，汽车直播一般有两种汽车直播一般有两种

形式形式：：一种形式是传统垂一种形式是传统垂

直汽车媒体的新车测评直直汽车媒体的新车测评直

播化了播化了；；另一种是汽车产另一种是汽车产

品电商直播品电商直播，，以获取客户以获取客户

留资和销售为导向留资和销售为导向。。前一前一

种相当于广告投放种相当于广告投放，，可以可以

看作专业人士种草看作专业人士种草；；后一后一

种电商直播是不是能够直种电商直播是不是能够直

接达成汽车产品销售接达成汽车产品销售，，一一

直都是业界争论的焦点直都是业界争论的焦点。。

汽车的电商直播在目前的汽车的电商直播在目前的

商业格局下能解决的是在商业格局下能解决的是在

单位时间内单位时间内，，一位汽车销一位汽车销

售人员尽可能多地面对客售人员尽可能多地面对客

户户，，提高效率提高效率。。因此在汽因此在汽

车产品的电商直播中车产品的电商直播中，，如如

何把有需求的客户聚拢何把有需求的客户聚拢，，

怎么制订电商的促销政怎么制订电商的促销政

策策，，与线下与线下44SS店配合店配合，，就就

是一种新的需要打造的业是一种新的需要打造的业

务模式和流程务模式和流程。。

现在卖出一辆车容易现在卖出一辆车容易

还是从前容易还是从前容易？？我的答案我的答案

是以前容易多了是以前容易多了。。以前是以前是

人找车人找车，，现在是车找人现在是车找人。。

如何让直播更有效地帮助如何让直播更有效地帮助

经销商成交经销商成交，，要有以下几要有以下几

个维度的准备个维度的准备：：首先首先，，在在

观念上放弃观念上放弃““到底是线下到底是线下

店翻到线上的单子店翻到线上的单子，，还是还是

线上单子到线下成交线上单子到线下成交””的的

困扰困扰，，因为现在客户获取因为现在客户获取

信息的渠道太多元了信息的渠道太多元了，，无无

法精确归于到哪个渠道的法精确归于到哪个渠道的

贡献比有多少贡献比有多少，，只要在不只要在不

干扰市场价格管理体系的干扰市场价格管理体系的

前提下前提下，，不损害品牌不损害品牌，，能能

上周，《上海汽车报》进行了2020“对话创

新”选题征集，面对行业转型挑战，想听听我们的

员工和读者对于开展好创新工作的心声。

疫情加速了在线经济的发展，对于如何开拓出

一条适合汽车行业、贴近终端用户的线上营销新

路，企业在探索，上汽员工也有自己的思考与见

解。本周，上汽通用汽车别克品牌电商首席带货官

李宇洁与我们分享了自己对于汽车电商直播的一些

观察和思考，希望能够共同交流、互相促进。

77月月2121日日，，随着一辆随着一辆

丹霞橙柯珞克驶下上汽大丹霞橙柯珞克驶下上汽大

众宁波工厂生产线众宁波工厂生产线，，上汽上汽

斯柯达迎来第斯柯达迎来第300300万辆汽万辆汽

车下线车下线。。从从 20052005 年签约年签约

落户上汽大众落户上汽大众，，到如今第到如今第

300300万辆的跨越万辆的跨越，，百年品百年品

牌斯柯达创造了在华又一牌斯柯达创造了在华又一

个新的里程碑个新的里程碑。。

（斯文）

77月月2424日日，，由中国汽由中国汽

车工业协会主办车工业协会主办，，工信工信

部部、、农业农村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商务部

联合指导的新能源汽车下联合指导的新能源汽车下

乡活动启动仪式在青岛举乡活动启动仪式在青岛举

行行。。上汽通用五菱携多款上汽通用五菱携多款

车型亮相车型亮相，，助力下乡活动助力下乡活动

圆满开启圆满开启。。

此前此前，，三部委对外联三部委对外联

合发布了关于新能源汽车合发布了关于新能源汽车

下乡活动的通知下乡活动的通知。。在已发在已发

布的参与汽车企业及车型布的参与汽车企业及车型

名单中名单中，，上汽通用五菱的上汽通用五菱的

宏 光宏 光 MINI EVMINI EV、、 宝 骏宝 骏

EE100100 和宝骏和宝骏 EE200200 等新能等新能

源车型入选源车型入选。。

推动新能源汽车普及推动新能源汽车普及

的的““广西模式广西模式””为此提供为此提供

了可借鉴的解决方案了可借鉴的解决方案。。

““广西模式广西模式””是上汽通用是上汽通用

五菱以宝骏新能源汽车系五菱以宝骏新能源汽车系

列产品为核心列产品为核心，，拉动包括拉动包括

政府部门在内的多方资源政府部门在内的多方资源

紧密合作紧密合作，，协同推进新能协同推进新能

源汽车生态建设的新模源汽车生态建设的新模

式式。“。“广西模式广西模式””的丰富的丰富

探索经验探索经验，，将为新能源汽将为新能源汽

车下乡提供有益借鉴车下乡提供有益借鉴，，助助

力其更好力其更好、、更快推广新能更快推广新能

源汽车源汽车。。 （严文）

77月月2020日日，，上汽红岩上汽红岩

以以““圆梦六一圆梦六一 为爱前为爱前

行行””为主题为主题，，走进玉溪红走进玉溪红

岩小学岩小学。。上汽红岩的爱心上汽红岩的爱心

志愿者们用实际行动陪伴志愿者们用实际行动陪伴

玉溪红岩小学玉溪红岩小学 20202020 届毕届毕

业班的逐梦少年们度过了业班的逐梦少年们度过了

一个难忘的毕业典礼一个难忘的毕业典礼，，圆圆

了孩子们心中的梦了孩子们心中的梦。。

今年今年““六一六一””儿童儿童

节节，，在学校和班主任的帮在学校和班主任的帮

助下助下，，上汽红岩征集了红上汽红岩征集了红

岩小学小朋友们的心愿岩小学小朋友们的心愿。。

““想要在毕业晚会的时想要在毕业晚会的时

候候，，有一个大大的毕业蛋有一个大大的毕业蛋

糕糕””心愿心愿，，让志愿者们印让志愿者们印

象深刻象深刻。。为了帮助孩子实为了帮助孩子实

现这个毕业心愿现这个毕业心愿，，为孩子为孩子

们送去诚挚的毕业祝福们送去诚挚的毕业祝福，，

上汽红岩的爱心志愿者们上汽红岩的爱心志愿者们

提前准备提前准备、、精心策划精心策划。。

““我想要一副老花眼镜我想要一副老花眼镜，，

送给我的奶奶送给我的奶奶。”。”玉溪红玉溪红

岩小学四年级的莫同学在岩小学四年级的莫同学在

心愿单上写下了这句话心愿单上写下了这句话。。

此次来到学校此次来到学校，，上汽红岩上汽红岩

爱心志愿者们不仅走访了爱心志愿者们不仅走访了

困难学生家庭困难学生家庭，，还为在家还为在家

辛苦照顾孩子的老奶奶配辛苦照顾孩子的老奶奶配

了眼镜了眼镜。。

去年去年55月月，，云南玉溪云南玉溪

红岩小学在上汽红岩领导红岩小学在上汽红岩领导

及全校师生的见证下及全校师生的见证下，，正正

式被授牌成为式被授牌成为““红岩学红岩学

校校”，”，并获得了上汽红岩并获得了上汽红岩

捐赠的助学物资及爱心公捐赠的助学物资及爱心公

益基金益基金。。

（陈贤贤）

上汽斯柯达第300万辆汽车下线

为孩子圆梦

上汽红岩走进玉溪红岩小学

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开启
上汽通用五菱多款车型亮相

促进成交就用上促进成交就用上。。其次其次，，

传统的车企中传统的车企中，，厂家的直厂家的直

播要与经销商形成矩阵播要与经销商形成矩阵，，

不能形成品牌方做自己的不能形成品牌方做自己的

直播直播，，经销商做自己的直经销商做自己的直

播播，，各自为政各自为政。。品牌方有品牌方有

技术团队可以搭建平台技术团队可以搭建平台，，

把外部的订单或者资金引把外部的订单或者资金引

流至内部经销商管理平流至内部经销商管理平

台台，，加快电商订单的核销加快电商订单的核销

跟进跟进。。经销商也要善于利经销商也要善于利

用厂家直播的促销政策用厂家直播的促销政策，，

为犹豫不决的客户送上红为犹豫不决的客户送上红

利利，，推动客户的最终决策推动客户的最终决策。。

谈到了商业逻辑和商谈到了商业逻辑和商

业格局业格局，，还要谈谈重要的还要谈谈重要的

一环一环：：汽车电商直播的主汽车电商直播的主

播播。。随着直播带货的兴随着直播带货的兴

盛盛，，李佳琦李佳琦、、薇娅等顶级薇娅等顶级

主播不断涌现主播不断涌现。。汽车电商汽车电商

直播业务从简单易行直播业务从简单易行、、不不

犯错的操作角度来说犯错的操作角度来说，，直直

接找网红最便捷接找网红最便捷，，而且能而且能

快速为品牌旗舰店增加流快速为品牌旗舰店增加流

量量。。不过不过，，现在已经不是现在已经不是

只看流量的时代了只看流量的时代了，，直播直播

间间““宝宝们宝宝们””的停留时的停留时

长长、、引导进店的人数引导进店的人数、、促促

进下单量等也是同样重进下单量等也是同样重

要要、、必须要考量的数据指必须要考量的数据指

标标。。而且而且，，一个网红甚至一个网红甚至

明星是很难把一款汽车产明星是很难把一款汽车产

品从技术特性到使用场景品从技术特性到使用场景

都讲清楚的都讲清楚的。。因此来自于因此来自于

公司内部公司内部，，既懂产品又了既懂产品又了

解品牌解品牌，，同时还懂销售心同时还懂销售心

理的员工理的员工，，就成为各个汽就成为各个汽

车品牌搭建自己的电商直车品牌搭建自己的电商直

播平台的播平台的““珍宝珍宝”。”。

镜头是一个有魔力的镜头是一个有魔力的

放大镜放大镜，，究竟什么样的人究竟什么样的人

适合做汽车直播的主播适合做汽车直播的主播？？

我的感受是我的感受是：：一是不把自一是不把自

己当回事儿己当回事儿，，真诚服务于真诚服务于

直播间里直播间里““宝宝们宝宝们””的主的主

播才能赢得播才能赢得““宝宝们宝宝们””的的

心心。。因为进汽车直播间的因为进汽车直播间的

客户相较买日用消费品客户相较买日用消费品、、

化妆品化妆品、、食品的客户食品的客户，，肯肯

定要求更高定要求更高，，大部分大部分““宝宝

宝们宝们””进直播间就是为了进直播间就是为了

了解车型产品了解车型产品、、了解销售了解销售

政策政策，，所以主播自身的业所以主播自身的业

务能力必须强务能力必须强、、综合素质综合素质

必须高必须高。。二是主播要有网二是主播要有网

红气质红气质。。我对网红的理解我对网红的理解

是主播需要是数字化公是主播需要是数字化公

民民，，不能对数字化是陌生不能对数字化是陌生

的的，，另外还要有特点另外还要有特点，，能能

抓人眼球抓人眼球，，懂镜头语言懂镜头语言，，

才能一上就来抓住才能一上就来抓住““宝宝宝宝

们们””的注意力的注意力。。一般一个一般一个

产品特性加上政策解读大产品特性加上政策解读大

概需要概需要66到到88分钟分钟，，没有网没有网

红气质很难让红气质很难让““宝宝们宝宝们””

乖乖地跟着主播听上乖乖地跟着主播听上 66 分分

钟钟。。抢夺消费者注意力是抢夺消费者注意力是

各大汽车品牌商做电商直各大汽车品牌商做电商直

播面临的课题播面临的课题。。三是主播三是主播

在整场直播的过程中对节在整场直播的过程中对节

奏要有把控力奏要有把控力，，什么时候什么时候

讲政策讲政策、、什么时候讲车什么时候讲车、、

什么时候引导进店什么时候引导进店、、什么什么

时候调节气氛时候调节气氛，，全在主播全在主播

自身的功力上自身的功力上。。

您是如何看待直播卖您是如何看待直播卖

车的车的？？如何更好地利用直如何更好地利用直

播平台播平台？？车企该如何同经车企该如何同经

销 商 一 起 做 好 线 上 直销 商 一 起 做 好 线 上 直

播播？？……欢迎您与我们一……欢迎您与我们一

起分享观点起分享观点。。

来和我们对话创新吧！

别克支部组织委员李宇洁

别克电商首席带货官李多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