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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月月 2424 日日，，第二十三届第二十三届

成都国际汽车展览会拉开帷成都国际汽车展览会拉开帷

幕幕，，这是国内疫情后首个大这是国内疫情后首个大

型车展型车展。。各大汽车品牌都希各大汽车品牌都希

望借助成都车展的巨大望借助成都车展的巨大““带带

货力货力”，”，重新唤醒国内车市沉重新唤醒国内车市沉

寂半年的信心与活力寂半年的信心与活力。。上汽上汽

集团旗下各企业也铆足了干集团旗下各企业也铆足了干

劲劲，，全力打响新品攻势全力打响新品攻势，，多多

款新车竞相登场款新车竞相登场。。

在 电 动 化 趋 势 的 带 动在 电 动 化 趋 势 的 带 动

下下，，各大车企正加快拓展新各大车企正加快拓展新

能源汽车市场能源汽车市场。。本次车展本次车展，，

无论是自主品牌还是合资品无论是自主品牌还是合资品

牌牌，，上汽都有不少新能源汽上汽都有不少新能源汽

车产品预售或上市车产品预售或上市。。

其其中中，，上汽乘用车荣威上汽乘用车荣威

品牌全新品牌全新RR标旗下首款车型标旗下首款车型

———纯电轿车荣威—纯电轿车荣威ERER66启动启动

预售预售，，预售价格区间为预售价格区间为1616万万

~~2222 万元万元。。新车不仅实现了新车不仅实现了

充电充电1515分钟就可行驶分钟就可行驶200200kmkm

的超快充电速度的超快充电速度，，还拥有还拥有

1212..22kWh/kWh/100100kmkm 的同级最低的同级最低

百公里电耗百公里电耗，，续航里程高达续航里程高达

620620kmkm。。另外另外，，第三代名爵第三代名爵

66 PHEVPHEV 也首次亮相车展也首次亮相车展，，

并带来预售政策并带来预售政策。。

同时同时，，五菱宏光五菱宏光 MINIMINI

EVEV正式上市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轻新车共推出轻

松款松款、、自在款自在款、、悦享款三个悦享款三个

版本版本，，售价分别为售价分别为 22..8888 万万

元元、、33..2828 万元和万元和 33..8888 万元万元。。

此前此前，，这辆国民神车凭借亲这辆国民神车凭借亲

民的预售价及强大的产品综民的预售价及强大的产品综

合实力合实力，，还未上市还未上市，，订单数订单数

就已接近就已接近3000030000辆辆。。

作为上汽通用汽车别克作为上汽通用汽车别克

品牌首款纯电动品牌首款纯电动SUVSUV，，别克别克

微蓝微蓝 77 也在车展期间上市也在车展期间上市。。

据悉据悉，，这辆纯电动这辆纯电动SUVSUV基于基于

通用汽车新能源车型平台打通用汽车新能源车型平台打

造造，，配备新一代模块化高性配备新一代模块化高性

能三元锂离子动力电池能三元锂离子动力电池，，续续

航里程达航里程达500500公里公里。。

除了新能源产品除了新能源产品，，MPVMPV

产品也颇有看头产品也颇有看头。。

本届成都车展本届成都车展，，上汽大上汽大

通通 MAXUSMAXUS 同时上市了多款同时上市了多款

MPVMPV，，分别为分别为20212021款上汽大款上汽大

通通 MAXUS GMAXUS G5050，，全系售价全系售价

区间为区间为 88..6868 万万~~1515..811811 万元万元；；

上汽大通上汽大通 MAXUS GMAXUS G2020 汽油汽油

臻选版臻选版，，售价为售价为 2323..9898 万元万元；；

上汽大通上汽大通 MAXUS GMAXUS G2020 柴油柴油

优选版优选版，，售价为售价为 2323..9898 万元万元。。

此外此外，，上汽上汽 NEWNEW 皮卡概念皮卡概念

车也在本次车展全球首秀车也在本次车展全球首秀。。

在上汽大众展台在上汽大众展台，，消费消费

者对刚上市不久的全新者对刚上市不久的全新MPVMPV

大众大众 ViloranViloran 威然十分感兴威然十分感兴

趣趣。“。“逛了一天累了逛了一天累了，，坐在里坐在里

面都不想出来面都不想出来。”。”一位观众这一位观众这

样形容威然的舒适样形容威然的舒适。。据悉据悉，，66

月该车的订单量环比猛增了月该车的订单量环比猛增了

8585%%。。此次车展此次车展，，上汽大众上汽大众

还特别面向西南市场提供威还特别面向西南市场提供威

然尊享限定版然尊享限定版，，为消费者带为消费者带

去了六重豪礼去了六重豪礼。。

（宗何）

全力打响新品攻势，上汽集团多款新车出击成都车展

热闹的大型车展又回来了

““这款荣威这款荣威ERER66是我们是我们

的高端新能源车型的高端新能源车型，，现在已现在已

经开启预售了经开启预售了，，您可以在小您可以在小

程序上下单程序上下单。”。”在成都车展在成都车展，，

上汽乘用车展台工作人员向上汽乘用车展台工作人员向

围观的观众介绍道围观的观众介绍道。。这是上这是上

汽荣威全新汽荣威全新 RR 标的首款车标的首款车

型型，，新车俊朗的外观和极具新车俊朗的外观和极具

科技感的内饰引人驻足科技感的内饰引人驻足。。

““ERER66 尽 管 出 道 较 晚尽 管 出 道 较 晚 ，，

但续航里程达到了惊人的但续航里程达到了惊人的

620620 公里公里，，补贴后售价在补贴后售价在 2020

万元以内万元以内，，而特斯拉而特斯拉 ModModelel

33 长长续航版也不过续航版也不过 480480 多公多公

里里，，售价接近售价接近3535万元万元。。比特比特

斯拉更长的续航里程和更具斯拉更长的续航里程和更具

优势的产品售价优势的产品售价，，这些都是这些都是

国家队后发优势的体现国家队后发优势的体现。”。”有有

媒体如是评论媒体如是评论。。

有人说有人说，，这是国家队甩这是国家队甩

向向““特斯拉们特斯拉们””的一个的一个““王王

炸炸”。”。事实上事实上，，荣威甩出的荣威甩出的

““王炸王炸””不只是产品不只是产品。。对于上对于上

汽乘用车而言汽乘用车而言，，新标不仅仅新标不仅仅

是标志上的创新是标志上的创新，，也意味着也意味着

产品和服务的革新产品和服务的革新，，以及营以及营

销模式的革新销模式的革新。。

在以大数据为前提的互在以大数据为前提的互

联网新零售时代联网新零售时代，“，“等用户进等用户进

店店””变成了变成了““用户在哪用户在哪，，我我

去哪去哪”。”。用户在哪里会与荣威用户在哪里会与荣威

RR 发生关联呢发生关联呢？？根据规划根据规划，，

荣威荣威RR将着力构建荣威品牌将着力构建荣威品牌

服务新格局服务新格局，，推出城市旗舰推出城市旗舰

店店、、城市中心店和城市商超城市中心店和城市商超

店店，，并通过在线体验中心并通过在线体验中心，，

与各地合作伙伴协同实现全与各地合作伙伴协同实现全

国范围的总部直营国范围的总部直营。。RR 标还标还

将为用户带来辐射全国的总将为用户带来辐射全国的总

部直营服务部直营服务，，通过在线体验通过在线体验

中心与当地的合作伙伴的协中心与当地的合作伙伴的协

同服务同服务，，让没有经销商网络让没有经销商网络

覆盖的城市的消费者也能享覆盖的城市的消费者也能享

受便捷的购买和售后服务受便捷的购买和售后服务。。

荣威荣威 RR，，是上汽自主品是上汽自主品

对于品牌向上对于品牌向上、、创新转型的创新转型的

新思考新思考。。对于荣威对于荣威 RR 而言而言，，

一切才刚刚开始一切才刚刚开始。。 （傅立）

车展亮点直击：探索营销新模式，自主品牌向上突围

R标首款车型荣威ER6线上开启预售

首席记者 阮希琼

77月月2121日日，，上汽集团软上汽集团软

件中心正式发布了其新成立件中心正式发布了其新成立

公司的名称公司的名称，，新公司名为上新公司名为上

汽零束软件分公司汽零束软件分公司。。这意味这意味

着上汽正式着上汽正式““官宣官宣””其软件其软件

公司的成立公司的成立。“。“之所以叫之所以叫

‘‘零束零束’，’，它寓意着软件二进它寓意着软件二进

制代码制代码 00 和和 11，，同时表示勇同时表示勇

于突破自我于突破自我、、无束缚无束缚。。它还它还

代表着创新代表着创新，，从从00到到11。”。”公公

司相关负责人介绍道司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从今年从今年11月起月起，，上汽便上汽便

已组成团队已组成团队，，开始筹备成立开始筹备成立

上汽集团软件中心上汽集团软件中心，，加快提加快提

升升““软件定义汽车软件定义汽车””的能的能

力力。。在今年的年中干部大会在今年的年中干部大会

上上，，上汽集团党委书记上汽集团党委书记、、董董

事长陈虹特别强调事长陈虹特别强调，，要聚焦要聚焦

集团软件中心建设集团软件中心建设，，加快集加快集

聚一批高端领军软件人才聚一批高端领军软件人才、、

专家和骨干队伍专家和骨干队伍，，为汽车全为汽车全

生命周期内的性能生命周期内的性能、、体验等体验等

可持续升级迭代打好基础可持续升级迭代打好基础。。

目前目前，，上汽零束软件分上汽零束软件分

公司已经组建起了公司已经组建起了200200余人余人

的高端软件人才队伍的高端软件人才队伍，，并计并计

划在划在 20242024 年将该队伍扩展年将该队伍扩展

至至20002000余人余人。“。“我们还在招我们还在招

募志同道合的智能驾驶软件募志同道合的智能驾驶软件

人才人才，，我们的愿景是让车成我们的愿景是让车成

为有生命力的人类伙伴为有生命力的人类伙伴。”。”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根据规划根据规划，，上汽零束软上汽零束软

件分公司立足上汽件分公司立足上汽““新四新四

化化””战略战略，，聚合全球顶尖的聚合全球顶尖的

智能网联人才智能网联人才，，围绕新一代围绕新一代

中央集中式电子架构中央集中式电子架构、、SOASOA

软件平台软件平台、、汽车大数据平汽车大数据平

台台、、云服务平台云服务平台、、边缘人工边缘人工

智能应用智能应用、、数据及网络安数据及网络安

全全、、算力芯片算力芯片、、智能座舱系智能座舱系

统等领域构建核心业务能统等领域构建核心业务能

力力。。

新公司致力于为用户提新公司致力于为用户提

供技术和体验领先供技术和体验领先、、服务和服务和

成本领先的智能网联汽车基成本领先的智能网联汽车基

础技术架构和方案础技术架构和方案、、架构产架构产

品和技术服务品和技术服务，，引领引领““软件软件

定义汽车定义汽车””变革潮流变革潮流，，为用为用

户持续创造新价值户持续创造新价值。。

上汽零束软件分公司“官宣”成立

首席记者 阮希琼

““ 我 个 人 支 持 股 份 回我 个 人 支 持 股 份 回

购购，，董事会在那么短的时间董事会在那么短的时间

内作出回购的决策内作出回购的决策，，体现了体现了

很高的效率很高的效率。”。”77 月月 2020 日日，，

上汽集团召开上汽集团召开 20202020 年第一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次临时股东大会，，一位股东一位股东

在会上如是表示在会上如是表示。。会议通过会议通过

了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案》《》《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

议事规则的议案议事规则的议案》《》《关于修关于修

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

案案》，《》，《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

上汽表示上汽表示，，本次回购的本次回购的

主要目的有三个主要目的有三个。。第一是提第一是提

升市场信心升市场信心。。第二是传递公第二是传递公

司价值被低估的积极信号司价值被低估的积极信号。。

目前目前，，上汽的市净率处于历上汽的市净率处于历

史低位史低位，，上汽一直高度重视上汽一直高度重视

股东利益股东利益，，目前在资本市场目前在资本市场

采取积极措施来维护股东权采取积极措施来维护股东权

益益，，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

机机。。第三第三，，此次回购的股份此次回购的股份

将用于股权激励将用于股权激励，，并与后续并与后续

正在谋划推进的激励约束长正在谋划推进的激励约束长

效机制改革举措形成联动效效机制改革举措形成联动效

应应，，这有利于进一步激发核这有利于进一步激发核

心员工的创新动力和潜力心员工的创新动力和潜力，，

促进上汽高质量发展促进上汽高质量发展。。

据悉据悉，，上汽计划回购上汽计划回购

58425842万万--11..1717亿股股份亿股股份，，占占

公司总股本的公司总股本的00..55%-%-11%%，，拟拟

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 3030..3434

亿元人民币亿元人民币。。

上汽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通过回购股份相关议案

以改革增活力，
促上汽高质量发展

为深入推进为深入推进““四史四史””学学

习教育习教育，，近期近期，，上汽集团组上汽集团组

织开展了织开展了““奋进路上奋进路上 奋斗奋斗

有我有我””微党课评选展播活微党课评选展播活

动动。。支部书记带头讲支部书记带头讲、、党员党员

先锋行先锋行、、员工齐心拼员工齐心拼，，一个一个

个创新发展的故事个创新发展的故事，，汇聚起汇聚起

上汽广大党员干部和员工的上汽广大党员干部和员工的

创新力量创新力量，，推动上汽高质量推动上汽高质量

发展发展。。

活动期间活动期间，，员工通过线员工通过线

上的方式观看各个支部的微上的方式观看各个支部的微

党课视频党课视频，，并为喜欢的课程并为喜欢的课程

投票投票。。日前日前，，该活动圆满收该活动圆满收

官官。。其中其中，，上汽大众新能源上汽大众新能源

汽车工厂总装车间党支部的汽车工厂总装车间党支部的

““新时代奋斗精神新时代奋斗精神”、”、上汽通上汽通

用武汉基地采购党支部的用武汉基地采购党支部的

““惟其艰难惟其艰难，，方显本色方显本色”、”、上上

汽通用五菱河西基地车身车汽通用五菱河西基地车身车

间生产党支部的间生产党支部的““人民需要人民需要

什么什么，，五菱就造什么五菱就造什么””等等

1010 节微党课被评选为节微党课被评选为““年年

度十佳微党课度十佳微党课”。”。 （宗何）

奋进路上 奋斗有我

上汽微党课展评活动收官

学“四史”守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