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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月月 2929 日日，，上海市委书上海市委书

记李强为记李强为““上海上海20212021年第年第4646

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

局局””揭牌揭牌。。仪式现场仪式现场，，包括包括

上汽集团在内的多家上汽集团在内的多家““国家国家

战略赞助商战略赞助商””企业企业““前来助前来助

阵阵”。”。上汽集团党委书记上汽集团党委书记、、董董

事长陈虹出席仪式事长陈虹出席仪式，，上汽集上汽集

团党委副书记团党委副书记、、副总裁周郎副总裁周郎

辉参加辉参加““国家战略赞助商国家战略赞助商””

签约签约。。

据悉据悉，，第第4646届世界技能届世界技能

大赛将于大赛将于 20212021 年年 99 月在上海月在上海

举办举办。。作为本地龙头企业和作为本地龙头企业和

世界技能大赛国家战略合作世界技能大赛国家战略合作

伙伴伙伴，，上汽集团将在大赛用上汽集团将在大赛用

车服务车服务、、赛事设施设备等方赛事设施设备等方

面给予全力支持面给予全力支持。。

世界技能大赛是世界最世界技能大赛是世界最

高层级的职业技能赛事高层级的职业技能赛事，，被被

誉为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世界技能奥林匹克”。”。

““自自 20132013 年起年起，，上汽就连续上汽就连续

为中国队备战世界技能大赛为中国队备战世界技能大赛

提供人提供人、、财财、、物等多方面支物等多方面支

持持，，上汽员工也在第上汽员工也在第4343、、第第

4444、、第第4545届世界技能大赛上届世界技能大赛上

取得了取得了‘‘一银两金一银两金’’的好成的好成

绩绩。”。”上汽集团相关人员表上汽集团相关人员表

示示，，借助世界技能大赛的影借助世界技能大赛的影

响响，，上汽集团不仅向世界展上汽集团不仅向世界展

示了示了““上海制造上海制造””品牌品牌““精精

益求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追求卓越””的工匠的工匠

精神精神，，也为汽车产业高端发也为汽车产业高端发

展展、、创新发展创新发展、、转型发展积转型发展积

累了丰富的人才储备累了丰富的人才储备。。

近年来近年来，，上汽已累计投上汽已累计投

入超过入超过66..55亿元用于高技能人亿元用于高技能人

才培养基地建设才培养基地建设，，建立了建立了 44

个基地个基地、、近近5050个实训室个实训室，，并并

形成一支形成一支22..66万人的高技能人万人的高技能人

才队伍才队伍。。同时同时，，上汽还建立上汽还建立

起起 99 个个““国家级技能大师工国家级技能大师工

作室作室”、”、1010 个个““上海市技能上海市技能

大师工作室大师工作室”，”，获批获批 9797 个上个上

海市海市““首席技师项目资助首席技师项目资助”；”；

上汽高技能人才队伍中有上汽高技能人才队伍中有 11

人获得中华技能大奖人获得中华技能大奖，，99 人人

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1010人人

获评获评““上海工匠上海工匠””称号称号。。瞄瞄

准准““软件定义汽车软件定义汽车””的行业的行业

变革潮流变革潮流，，上汽集团软件中上汽集团软件中

心于今年正式成立心于今年正式成立，，其正积其正积

极打造全球顶尖智能网联人极打造全球顶尖智能网联人

才才““蓄水池蓄水池”，”，进一步优化技进一步优化技

能人才队伍结构能人才队伍结构。。

下一步下一步，，上汽将充分借上汽将充分借

鉴各国高技能人才培养经鉴各国高技能人才培养经

验验，，对标世界先进理念和标对标世界先进理念和标

准准，，加快培养一支结构优加快培养一支结构优

化化、、布局合理布局合理、、素质优秀的素质优秀的

高技能人才队伍高技能人才队伍，，为为““新四新四

化化””创新发展注入源源不断创新发展注入源源不断

的动力的动力。。

（宗何）

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揭牌，上汽签约成为“国家战略赞助商”

“上海制造”为世赛“助阵”

本报记者 严瑶

77 月月 2828 日日，，在上海市国在上海市国

资委第二期资委第二期““创新发展沙创新发展沙

龙龙””上上，，上汽集团上汽集团、、电气集电气集

团团、、上港集团等企业汇聚一上港集团等企业汇聚一

堂堂，，共同探讨创新发展共同探讨创新发展。。本本

次沙龙由市国资委主办次沙龙由市国资委主办，，上上

汽集团承办汽集团承办。。上海市国有资上海市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袁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袁

泉出席泉出席，，上汽集团总裁王晓上汽集团总裁王晓

秋致辞秋致辞，，上汽集团副总裁卫上汽集团副总裁卫

勇作交流发言勇作交流发言，，上汽集团副上汽集团副

总裁总裁、、总工程师祖似杰主持总工程师祖似杰主持

会议会议。。

今年以来今年以来，，面对疫情的面对疫情的

巨大冲击巨大冲击，，不仅是上汽所处不仅是上汽所处

的汽车行业的汽车行业，，国内很多行业国内很多行业

和企业都经历了和企业都经历了““至暗时至暗时

刻刻”。”。上汽集团总裁王晓秋表上汽集团总裁王晓秋表

示示，，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

企业需要进一步推动创新企业需要进一步推动创新

链链、、产业链产业链、、资本链的深度资本链的深度

融合融合，，加强创新协同加强创新协同，，并不并不

断拓展断拓展““朋友圈朋友圈”，”，找到新的找到新的

合作机会合作机会，，实现业务的相互实现业务的相互

赋能和共赢发展赋能和共赢发展。。

会议现场会议现场，，围绕围绕““三链三链

融合融合，，协同创新协同创新””这个话这个话

题题，，各企业相关负责人各抒各企业相关负责人各抒

己见己见，，形成了对新旧动能转形成了对新旧动能转

换的换的““换挡期换挡期””思考思考。。卫勇卫勇

表示表示，，应对行业挑战应对行业挑战，，上汽上汽

将立足将立足““新四化新四化”，”，形成跨界形成跨界

发展发展，，在精准投入创新资金在精准投入创新资金

的同时的同时，，扶植创新项目扶植创新项目，，为为

整个产业发展赋能整个产业发展赋能。。

近年来近年来，，上汽在不断开上汽在不断开

拓市场拓市场、、苦练内功的同时苦练内功的同时，，

持续深化改革创新持续深化改革创新。。据了据了

解解，，目前上汽和地平线公司目前上汽和地平线公司

正通过资本和业务层面的深正通过资本和业务层面的深

度合作度合作，，正加快推动汽车芯正加快推动汽车芯

片的研发布局片的研发布局。。此外此外，，上汽上汽

还与上港集团还与上港集团、、临港集团等临港集团等

企业开展跨界合作企业开展跨界合作，，加快在加快在

55GG、、智能驾驶等领域的创新智能驾驶等领域的创新

落地落地。。

市国资委“创新发展沙龙”举行，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本链深度融合

协同创新，不断扩大“朋友圈”

本报记者 甘文嘉

车辆库存处在什么水车辆库存处在什么水

平平，，经销店盈利情况怎么经销店盈利情况怎么

样样，，资金和信贷支持力度资金和信贷支持力度

如何如何，，考核激励办法是否考核激励办法是否

还要完善还要完善，，数字化营销推数字化营销推

进到什么程度进到什么程度，，还遇到哪还遇到哪

些困难些困难？？连日来连日来，，上汽大上汽大

众总经理陈贤章众总经理陈贤章、、党委书党委书

记张峥嵘记张峥嵘、、销售与市场执销售与市场执

行副总经理贾鸣镝一行兵行副总经理贾鸣镝一行兵

分几路分几路，，走访调研华东走访调研华东、、

华北华北、、北京和山东区域市北京和山东区域市

场场。。他们十分关心营销团他们十分关心营销团

队一线情况队一线情况，，就市场就市场、、渠渠

道道、、产品产品、、服务等各方面服务等各方面

问题进行沟通和探讨问题进行沟通和探讨，，并并

鼓励经销商坚定信心鼓励经销商坚定信心，，全全

力冲刺下半年力冲刺下半年。。

市场销售肩负着拉动市场销售肩负着拉动

整体业务的重任整体业务的重任，，随着总随着总

体市场的下行体市场的下行，，营销团队营销团队

和经销商伙伴面临着巨大和经销商伙伴面临着巨大

的压力和挑战的压力和挑战。。作为国内作为国内

经销商网络历史最悠久经销商网络历史最悠久、、

体系最成熟的合资企业体系最成熟的合资企业，，

上汽大众最宝贵的财富就上汽大众最宝贵的财富就

是其缜密的经销商体系是其缜密的经销商体系。。

而从而从 20202020 年上半年的批年上半年的批

发发、、零售销量对比来看零售销量对比来看，，

上汽大众正在进一步降低上汽大众正在进一步降低

库存水平库存水平，，为经销商团队为经销商团队

减压减压。。同时同时，，通过延长免通过延长免

息期息期、、提前布库提前布库、、技术支技术支

持等手段持等手段，，加大对经销商加大对经销商

的支持力度的支持力度。。

陈贤章在走访调研华陈贤章在走访调研华

东市场时指出东市场时指出，，我们要根我们要根

据市场变化据市场变化、、客户需求变客户需求变

化化，，有针对性地做好区域有针对性地做好区域

营销工作营销工作。。当前形势下当前形势下，，

我们要下沉渠道我们要下沉渠道，，深耕各深耕各

级区域市场级区域市场，，提升市场份提升市场份

额额。。上汽大众总部资源和上汽大众总部资源和

政策要向一线切换政策要向一线切换，，区域区域

要进一步与经销商沟通要进一步与经销商沟通，，

深入了解市场与客户需深入了解市场与客户需

求求，，通过多样化的市场开通过多样化的市场开

拓形式加快车型成交转拓形式加快车型成交转

化化。。陈贤章还鼓励有能力陈贤章还鼓励有能力

的经销商往市场容量大的的经销商往市场容量大的

区域次级市场布点区域次级市场布点，，继续继续

做深做细做深做细、、做大做强做大做强。。

张峥嵘一行走访了华张峥嵘一行走访了华

北市场北市场。。在走访大众品牌在走访大众品牌

华 北华 北 RSSCRSSC 河 北 商 务 处河 北 商 务 处

时时，，张峥嵘提出要有用户张峥嵘提出要有用户

意识意识，，服务好经销商服务好经销商，，服服

务好客户务好客户；；要打破惯性思要打破惯性思

维维，，面向未来面向未来；；要苦练内要苦练内

功功，，迎接市场好转迎接市场好转。。

竞争对手虎视眈眈竞争对手虎视眈眈，，

这种情况下不能无动于这种情况下不能无动于

衷衷，，必须打回去必须打回去、、抢回抢回

来来。。作为国内汽车市场中作为国内汽车市场中

保有量较大的单一品牌保有量较大的单一品牌，，

上汽大众大众品牌拥有近上汽大众大众品牌拥有近

20002000 万的基盘用户万的基盘用户。。在在

国内消费升级迭代的市场国内消费升级迭代的市场

中中，，上汽大众也致力维护上汽大众也致力维护

这部分用户的忠诚度这部分用户的忠诚度。。

疫情影响逐渐减弱疫情影响逐渐减弱，，

中国汽车市场已经逐步恢中国汽车市场已经逐步恢

复常态复常态。。上汽大众紧随大上汽大众紧随大

势势，，作为国内累计体量最作为国内累计体量最

大的汽车企业大的汽车企业，，在狂风中在狂风中

虽然顶风受到不小影响虽然顶风受到不小影响，，

但基盘依旧稳健但基盘依旧稳健。。66月大月大

众品牌零售销售为众品牌零售销售为1212..88万万

辆辆，，环比增长环比增长 1010..77%%；；上上

半年大众品牌累计零售销半年大众品牌累计零售销

售达售达5858..77万辆万辆，，单月和累单月和累

计均蝉联中国汽车市场单计均蝉联中国汽车市场单

一品牌销量冠军一品牌销量冠军。。

贾鸣镝一行走访了北贾鸣镝一行走访了北

京京、、山东区域市场山东区域市场。。在大在大

众品牌北京国服信店众品牌北京国服信店，，贾贾

鸣镝对经销商的营销工作鸣镝对经销商的营销工作

提出指导意见提出指导意见，，希望他们希望他们

提升数字化营销能力提升数字化营销能力、、

DCCDCC 能力能力，，积极开拓网积极开拓网

电线索和自媒体引流电线索和自媒体引流；；提提

升一线销售能力升一线销售能力，，加快订加快订

单转化速度单转化速度；；夯实基础管夯实基础管

理理，，保持坚定信心保持坚定信心。。

疫情期间疫情期间，，上汽大众上汽大众

大众品牌推进了大众品牌推进了““云展云展

厅厅”“”“云购车云购车”“”“云服务云服务””

等一系列创新数字化营销等一系列创新数字化营销

模式模式，，消费者可以在线上消费者可以在线上

与购车顾问沟通与购车顾问沟通，，通过视通过视

频看车频看车；；同时同时，，还支持线还支持线

上用车解答上用车解答、、下订下订、、投保投保、、

经融信贷等服务经融信贷等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这种

创新的数字化营销模式形创新的数字化营销模式形

成了线上销售信息植入成了线上销售信息植入、、

看车咨询看车咨询、、订单成交与线订单成交与线

下服务下服务、、门店引流相结合门店引流相结合

的全新营销模式的全新营销模式，，完成了完成了

更加高效的销售转化更加高效的销售转化。。

“资源政策要向一线切换”

上汽大众兵分几路走访调研市场

首席记者 阮希琼

77 月月 2929 日日，，中国宝武吴中国宝武吴

淞氢能产业园正式开园淞氢能产业园正式开园。。宝宝

武清能武清能、、捷氢科技等作为首捷氢科技等作为首

批入园企业批入园企业，，集中签约集中签约，，共共

同推动氢能行业发展同推动氢能行业发展，，促进促进

产业升级产业升级。。上汽集团副总裁上汽集团副总裁

蓝青松出席仪式蓝青松出席仪式。。

作为入驻企业作为入驻企业，，上汽将上汽将

在产业园内开发适用于园区在产业园内开发适用于园区

应用场景的燃料电池汽车应用场景的燃料电池汽车，，

推进燃料电池汽车的商业化推进燃料电池汽车的商业化

落地落地。。同时同时，，上汽将联手产上汽将联手产

业链上下游的合作伙伴业链上下游的合作伙伴，，共共

同打造氢能产业生态圈同打造氢能产业生态圈。。

活 动 当 天活 动 当 天 ，， 上 汽 大 通上 汽 大 通

MAXUSMAXUS EUNIQEUNIQ 77 氢 燃 料氢 燃 料

电池电池MPVMPV、、上汽大通上汽大通MAXMAX--

US FCVUS FCV8080燃料电池宽体轻燃料电池宽体轻

客客、、申沃燃料电池客车申沃燃料电池客车、、上上

汽红岩燃料电池重卡一起亮汽红岩燃料电池重卡一起亮

相相，，这些产品都是上汽集团这些产品都是上汽集团

在燃料电池商业化方面的具在燃料电池商业化方面的具

体成果体成果。。据相关负责人透据相关负责人透

露露，，其中一部分车型将于今其中一部分车型将于今

年下半年在吴淞氢能产业园年下半年在吴淞氢能产业园

内落地应用内落地应用。。

““我们将在园区形成产业我们将在园区形成产业

集群集群，，打造产业链闭环打造产业链闭环。”。”上上

汽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汽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宝宝

武拥有制氢武拥有制氢、、储氢储氢、、运氢运氢、、

加氢的能力加氢的能力，，能帮助燃料电能帮助燃料电

池汽车完善基础设施池汽车完善基础设施，，降低降低

用氢成本用氢成本；；而上汽拥有丰富而上汽拥有丰富

的燃料电池汽车研发经验的燃料电池汽车研发经验，，

可以提供适用于园区内各种可以提供适用于园区内各种

应用场景的燃料电池车辆应用场景的燃料电池车辆，，

两者效应叠加将助推氢能行两者效应叠加将助推氢能行

业快速发展业快速发展。”。”

吴淞氢能产业园开园，上汽入驻签约

共筑长江经济带氢能产业生态圈

扎实走一线 精准解难题

摄影 张渊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