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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四”破“三”，
把国内经验输出海外

立足立足““进进”“”“实实”“”“拼拼”，”，危机中开新局危机中开新局

在在““大循环大循环”“”“双循环双循环””中加速跑中加速跑
抢抓消费热点，上汽5年内海外销量冲百万辆

““一刻不敢停一刻不敢停！！几天前几天前

刚刚结束的泰国车展上刚刚结束的泰国车展上，，我我

们卖出去了们卖出去了 10001000 多辆车多辆车。”。”

上汽泰国相关人员说上汽泰国相关人员说。。

近来近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习近平总书记在

座谈会上指出座谈会上指出，，要逐步形成要逐步形成

以国内以国内““大循环大循环””为主体为主体、、

国内和国际国内和国际““双循环双循环””相互相互

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77 月月 2727 日日，“，“上汽上汽 MGMG

海外经销商大会海外经销商大会””召开召开。。这这

已是上汽连续第三年举办海已是上汽连续第三年举办海

外经销商大会外经销商大会。。受疫情影受疫情影

响响，，大会从大会从 44 月推迟到了月推迟到了 77

月月，，并将形式改成了并将形式改成了““云会云会

议议”。”。但海外经销商参加但海外经销商参加

““云会议云会议””的热情依旧高的热情依旧高

涨涨：：在法国和泰国在法国和泰国，，经销商经销商

们聚在一起看直播们聚在一起看直播。“。“印尼印尼

的经销商的经销商，，每人手里都有一每人手里都有一

个会议直播账号个会议直播账号。”。”上汽印上汽印

尼公司总经理李飞表示尼公司总经理李飞表示，，由由

于时差于时差，，印尼时间晚上印尼时间晚上 77

点点，，员工和经销商人员在家员工和经销商人员在家

收看了收看了““云直播云直播”。”。

每年海外经销商大会上每年海外经销商大会上

最重要的一个议题最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请就是请

经销商们对品牌建设经销商们对品牌建设、、产品产品

规划规划、、服务质量提出本地化服务质量提出本地化

改进建议和需求改进建议和需求。。这也是上这也是上

汽对每个海外市场因地制汽对每个海外市场因地制

宜宜，“，“做成全球的本地化公做成全球的本地化公

司司””的好机会的好机会。。海外经销商海外经销商

大会成为畅通国内大会成为畅通国内、、国际国际

““双循环双循环””的最佳平台的最佳平台。。

““上汽即将在印度上市上汽即将在印度上市

的下一款产品的下一款产品，，就是印度经就是印度经

销商去年在上海出席海外经销商去年在上海出席海外经

销商大会时销商大会时‘‘钦定钦定’’的的。。他他

们还针对这款产品提出了不们还针对这款产品提出了不

少本地化改进的好点子少本地化改进的好点子。”。”

上汽印度公司总经理拉杰上汽印度公司总经理拉杰

夫夫··查巴说查巴说。。上汽印度公司上汽印度公司

的本地化团队深谙当地消费的本地化团队深谙当地消费

者的心理者的心理，，在社交媒体上把在社交媒体上把

互联网营销互联网营销““玩出花来玩出花来”，”，

让让 MGMG 在当地成为网红品在当地成为网红品

牌牌，，在社交媒体上拥有在社交媒体上拥有108108

万粉丝万粉丝，，销量也在疫情期间销量也在疫情期间

逆市上扬逆市上扬。。66月月，，上汽印度上汽印度

销售销售 MMG HectorG Hector 18671867 辆辆，，

销售销售MG EZSMG EZS 145145辆辆。。

88月月，，上汽墨西哥公司上汽墨西哥公司

即将开业即将开业。。上汽还将于年内上汽还将于年内

登陆西班牙登陆西班牙、、瑞士和德国等瑞士和德国等

欧洲国家欧洲国家，，以及马来西亚以及马来西亚、、

越南越南、、缅甸等东盟国家缅甸等东盟国家。。余余

德称德称，“，“我们力争在明年把我们力争在明年把

东盟打造成上汽首个东盟打造成上汽首个‘‘十万十万

辆级辆级’’的海外区域市场的海外区域市场。”。”

““虽然今年进馆看车要虽然今年进馆看车要

过五道关过五道关，，但还是要来但还是要来。”。”

成都市民李先生告诉记者成都市民李先生告诉记者，，

““趁现在疫情缓解趁现在疫情缓解，，赶紧把赶紧把

家里的购车计划提前家里的购车计划提前。。看了看了

几个品牌几个品牌，，都挺不错都挺不错，，优惠优惠

力度可以力度可以，，准备下手了准备下手了。”。”88

月月22日日，，今年国内首个今年国内首个AA级级

车展成都车展落下帷幕车展成都车展落下帷幕。。几几

天以来天以来，，消费者的购车热情消费者的购车热情

迅速蹿升迅速蹿升，，车企也为之带来车企也为之带来

不少不少““硬货硬货”。”。

““便宜便宜，，代步真不错代步真不错。”。”

““太可爱了太可爱了，，我喜欢我喜欢。”。”不少不少

成 都 市 民 围 着 五 菱 宏 光成 都 市 民 围 着 五 菱 宏 光

MINI EVMINI EV 看了起来看了起来。。此此

前前，，五菱宏光五菱宏光MINI EVMINI EV在在

短短一个月的预售期里短短一个月的预售期里，，便便

已收获超过已收获超过33万张订单万张订单。。

不久前不久前，，五菱凯捷作为五菱凯捷作为

五菱品牌全球银标的首款旗五菱品牌全球银标的首款旗

舰车型亮相舰车型亮相，，成为五菱品牌成为五菱品牌

迈上全球化发展的一个新标迈上全球化发展的一个新标

志志。“‘。“‘走出去走出去’，’，我们是有我们是有

基础的基础的。”。”上汽通用五菱相上汽通用五菱相

关人员说关人员说，“，“五菱在全球有五菱在全球有

超过超过 28002800 家门店及服务网家门店及服务网

点点 ，， 全 天 候全 天 候 2424 小 时 无 间小 时 无 间

断断，，随时响应用户需求随时响应用户需求。”。”

““抓住用户需求抓住用户需求””成为成为

车企在国内车企在国内、、国际市场上都国际市场上都

能行得通的一条定律能行得通的一条定律。。

成都车展上成都车展上，，上汽旗下上汽旗下

的 另 一 家 企 业 上 汽 大 通的 另 一 家 企 业 上 汽 大 通

MAXUSMAXUS除了带来全球首发除了带来全球首发

的上汽的上汽 NEWNEW 皮卡概念车皮卡概念车，，

同时还有多款细分车型同时还有多款细分车型，，进进

一步丰富起产品矩阵一步丰富起产品矩阵。。

就在就在66月月，，上汽大通凭上汽大通凭

借产品技术和业务模式的不借产品技术和业务模式的不

断创新断创新，，走出了一条走出了一条““差异差异

化化””的发展路线的发展路线。。据统计据统计，，

66 月月，，上汽上汽 MAXUSMAXUS 销量达销量达

1249112491辆辆，，同比增长同比增长3737..2222%%，，

其中国内销量其中国内销量 1057610576 辆辆，，同同

比大涨比大涨4040..9999%%。。

在深耕国内市场的同在深耕国内市场的同

时时，，上汽大通上汽大通MAXUSMAXUS的产的产

品已经覆盖品已经覆盖 4848 个国家和地个国家和地

区区。。尤其在澳大利亚市场尤其在澳大利亚市场，，

66月份月份，，上汽大通实现了在上汽大通实现了在

疫情期间销量逆势同比大涨疫情期间销量逆势同比大涨

““我国每三辆出口轿车我国每三辆出口轿车

中中，，就有一辆来自上汽就有一辆来自上汽。”。”

上汽集团总裁助理上汽集团总裁助理、、国际业国际业

务部总经理余德说务部总经理余德说。。而去年而去年

年中年中，，这一说法还是这一说法还是““我国我国

每四辆出口轿车中每四辆出口轿车中，，就有一就有一

辆来自上汽辆来自上汽”。”。

从从““四四””突破到突破到““三三”，”，标标

志着上汽海外销量在中国车志着上汽海外销量在中国车

企海外总销量中的占比持续企海外总销量中的占比持续

提升提升。。今年今年11--66月月，，上汽实上汽实

现海外整体销量现海外整体销量 1313..22 万辆万辆，，

继续保持国内汽车行业第继续保持国内汽车行业第

一一，，占中国车企海外总销量占中国车企海外总销量

的的3434%%。。其中其中，，上汽自主品上汽自主品

牌海外整体销量达到牌海外整体销量达到 77..99 万万

辆辆，，在全球疫情期间逆势增在全球疫情期间逆势增

长长 1717..33%%，，MGMG 名爵保持中名爵保持中

国出口单一品牌第一名国出口单一品牌第一名。。

抢抓消费热点抢抓消费热点，，倾听用倾听用

户最真实的需求户最真实的需求。。上汽在国上汽在国

内内““大循环大循环””中积累的经验中积累的经验

溢出到了海外市场溢出到了海外市场，，带动国带动国

际市场循环际市场循环、、加速发展加速发展。。

““在成熟市场在成熟市场，，我们以我们以

电动车为切入点电动车为切入点；；在新兴市在新兴市

场场，，我们目前侧重于探索差我们目前侧重于探索差

异化的智能网联技术异化的智能网联技术；；同同

时时，，我们通过强大的全产业我们通过强大的全产业

链输出模式链输出模式，，打造中国品牌打造中国品牌

优势优势。”。”余德说余德说。。上汽将自上汽将自

身在国内获得的身在国内获得的““新四化新四化””

成果向海外输出成果向海外输出，，这一举措这一举措

将使欧洲汽车市场成为今年将使欧洲汽车市场成为今年

上半年上汽的上半年上汽的““新亮点新亮点”。”。

今年今年66月月，，随着疫情在随着疫情在

欧洲得到控制欧洲得到控制，，上汽新车销上汽新车销

量迅速回暖量迅速回暖。。MG EZSMG EZS 在在

荷兰做到了纯电动车型细分荷兰做到了纯电动车型细分

市场第五名市场第五名。。在法国在法国，，受疫受疫

情影响情影响，，巴黎首家巴黎首家MGMG展厅展厅

开业可谓困难重重开业可谓困难重重，，为了减为了减

轻对原定销售节奏的影响轻对原定销售节奏的影响，，

上汽欧洲公司选择让这家上汽欧洲公司选择让这家店店

““云开业云开业”，”，并为并为 MG EZSMG EZS

举 办 线 上 发 布 会举 办 线 上 发 布 会 。“。“66 月月 ，，

MG EZSMG EZS 订单量达到订单量达到 200200

辆辆。。其中其中，，有有100100辆车已完辆车已完

成上牌成上牌。。很快很快，，MGMG在法国在法国

的第二的第二、、第三家第三家 44SS 店就要店就要

开业开业，，相信会对销量起到提相信会对销量起到提

振作用振作用。”。”刘新宇说刘新宇说。。此此

外外，，他们还积极与当地出租他们还积极与当地出租

车公司合作车公司合作，，让更多消费者让更多消费者

感受到感受到MGMG的产品力的产品力。。

除了将有竞争力和差异除了将有竞争力和差异

化的产品向国际市场输出化的产品向国际市场输出

外外，“，“我们把国内相关的防我们把国内相关的防

疫疫、、抗疫经验加以总结后抗疫经验加以总结后，，

以邮件以邮件、、手册的形式输出到手册的形式输出到

各海外公司各海外公司。”。”余德说余德说，，正正

是因为学习了国内抗疫的经是因为学习了国内抗疫的经

验验，，上汽泰国工厂严格抗上汽泰国工厂严格抗

疫疫，，当其他车企在泰国的工当其他车企在泰国的工

厂纷纷因员工感染新冠肺炎厂纷纷因员工感染新冠肺炎

被迫停工时被迫停工时，，其依旧能够因其依旧能够因

全员身体健康而不停产全员身体健康而不停产。。上上

汽印度工厂则借鉴了国内复汽印度工厂则借鉴了国内复

工复产的经验工复产的经验，，反复排查供反复排查供

应链风险应链风险，，成为当地最早复成为当地最早复

工复产的企业之一工复产的企业之一，，尽最大尽最大

努力稳住了销售节奏努力稳住了销售节奏。。

全国最大的汽车滚装码头上海海通国际码头上，

停满了等待远征的国产汽车。“堆场如今每天要精打

细算。”码头市场部负责人说，“通过租赁场地、鼓励

移车司机加大归并频次等，确保每天都能按现有堆场

150%的可停车辆来准备场地，以应对出口高峰。”

今年以来，上汽旗下品牌的汽车出口量呈现明显

增长态势。上半年，上汽国际经营板块海外出口量继

续保持国内汽车行业第一，销售速度好于大盘10个

百分点。

上汽不仅在国外市场上发力，今年6月，以国内

市场为主体，上汽国内外全口径批发销量实现正增

长，第二季度环比第一季度增长101.8%，经济运行

呈现稳步上升态势。

在7月27日召开的“上汽MG海外经销商大会”

上，上汽集团总裁王晓秋掷地有声：“到2025年，

MG一定能将年销量突破100万辆大关。”围绕这个目

标，眼下，上汽正在“大循环”“双循环”中加速跑。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8383%%，，勇夺当地细分市场中勇夺当地细分市场中 国汽车品牌第一名的佳绩国汽车品牌第一名的佳绩。。

强化国内“大循环”，
车展“重启”首秀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多方联动，畅通国内、
国际“双循环”平台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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