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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记者 阮希琼

日前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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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揭牌正式揭牌。。新一届世赛新一届世赛

又要来了又要来了，，大赛将于大赛将于 20212021 年年

99月在上海举办月在上海举办。。

看着这则新闻的徐澳门看着这则新闻的徐澳门

颇为感慨颇为感慨，，想起了一年前想起了一年前，，

在第在第4545届世赛现场领奖的那届世赛现场领奖的那

一晚一晚，，获得车身修理项目冠获得车身修理项目冠

军的他穿着中国队队服军的他穿着中国队队服、、身身

披国旗披国旗，，冒雨跃上领奖台冒雨跃上领奖台，，

高呼高呼：“：“我实现了我实现了44年多来的年多来的

梦想梦想！”！”

告别鲜花和掌声告别鲜花和掌声，，如今如今

的徐澳门已经入职上汽通用的徐澳门已经入职上汽通用

汽车半年多时间汽车半年多时间，，是上汽大是上汽大

家庭中的一员家庭中的一员。“。“参加工作参加工作

后后，，我依然在不断学习我依然在不断学习，，提提

升技能升技能。”。”徐澳门说徐澳门说，“，“这这

里里，，让我迅速成长让我迅速成长。”。”

徐澳门担任的是样车的徐澳门担任的是样车的

试制验证工作试制验证工作，，公司所有新公司所有新

车型都要经徐澳门所在团队车型都要经徐澳门所在团队

的小批量试制的小批量试制，，并通过严格并通过严格

的实验验证后才能量产的实验验证后才能量产。。

““产品制造相对于比赛科产品制造相对于比赛科

目来说目来说，，更加复杂更加复杂，，需要的需要的

不仅仅是知识和技能不仅仅是知识和技能，，更是更是

综合的综合的、、高水平的高水平的，，以及创以及创

新性的研发和制造新性的研发和制造，，需要的需要的

是是‘‘一专多长一专多长’’的人才的人才。”。”徐徐

澳门说澳门说。。

为提升徐澳门的综合技为提升徐澳门的综合技

能能，，上汽通用汽车为他配备上汽通用汽车为他配备

了一个专业了一个专业、、资深的带教团资深的带教团

队队，，从长远的技能发展规从长远的技能发展规

划划，，再到精细化再到精细化、、定制化的定制化的

带教和锻炼方法带教和锻炼方法，，都从其本都从其本

人的特质出发人的特质出发，，因材施教因材施教。。

““挺有压力的挺有压力的，，但很踏实但很踏实，，也也

很有成就感很有成就感。”。”徐澳门说徐澳门说。。

同时同时，，借助上汽通用汽借助上汽通用汽

车的技师交流平台车的技师交流平台，，徐澳门徐澳门

接触到了更多相关的技术接触到了更多相关的技术。。

半年多来半年多来，，他已掌握了绝大他已掌握了绝大

部分的车身试制技能部分的车身试制技能。。

新学的技能很快就派上新学的技能很快就派上

了用场了用场。。春节期间春节期间，，疫情突疫情突

如其来如其来，，为保证试制项目交为保证试制项目交

付不受影响付不受影响，，他与团队其他他与团队其他

成员兼顾多个岗位成员兼顾多个岗位，，面对焊面对焊

接接、、超声波检测超声波检测、、手工包边手工包边

以及表面调整以及表面调整44个岗位个岗位，，都做都做

到了按时到了按时、、按质交付按质交付。。

备战世赛时备战世赛时，，徐澳门的徐澳门的

微信签名是微信签名是：“：“用力只是合用力只是合

格格，，用心才是优秀用心才是优秀！”。！”。走过走过

比赛阶段后比赛阶段后，，徐澳门的微信徐澳门的微信

签名改为了签名改为了：“：“真正的大师真正的大师，，

永远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永远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

““技能成才技能成才””的他的他，，正走在成正走在成

为为““技能大师技能大师””的路上的路上。。

半个月前半个月前，，徐澳门向世徐澳门向世

界技能博物馆捐赠了自己的界技能博物馆捐赠了自己的

世赛金牌世赛金牌。。这块他用这块他用44年多的年多的

辛苦和汗水换来的金牌辛苦和汗水换来的金牌，，成成

为该博物馆的最新藏品之一为该博物馆的最新藏品之一。。

对于捐赠理由对于捐赠理由，，徐澳门徐澳门

这样说这样说：“：“这块金牌放在家里这块金牌放在家里

的柜子上的柜子上，，也就我一个人也就我一个人

看看，，而放到世界技能博物馆而放到世界技能博物馆

能给更多人看能给更多人看，，说不定能激说不定能激

励更多年轻人励更多年轻人‘‘技能成才技能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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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个

基地基地、、近近5050个实训室个实训室，，并形并形

成一支成一支22..66万人的高技能人才万人的高技能人才

队伍队伍。。同时同时，，上汽还建立起上汽还建立起99

个个““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

室室”、”、1010个个““上海市技能大师上海市技能大师

工作室工作室”，”，获批获批 9797 个上海市个上海市

““首席技师项目资助首席技师项目资助”；”；上汽上汽

高技能人才队伍中有高技能人才队伍中有11人获得人获得

中华技能大奖中华技能大奖，，99人获得国务人获得国务

院特殊津贴院特殊津贴，，1010 人获得人获得““上上

海工匠海工匠””称号称号。。瞄准瞄准““软件软件

定义汽车定义汽车””的行业变革潮的行业变革潮

流流，，上汽软件中心今年正式上汽软件中心今年正式

成立成立，，正积极打造全球顶尖正积极打造全球顶尖

智能网联人才智能网联人才““蓄水池蓄水池”，”，进进

一步优化技能人才队伍结构一步优化技能人才队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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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让我迅速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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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中开新局危机中开新局

本报记者 邹勇

近日近日，，上汽认证二手上汽认证二手

车拍卖会在上汽认证二手车拍卖会在上汽认证二手

车中心热力开拍车中心热力开拍，，包含主包含主

流 热 销 车 型 荣 威流 热 销 车 型 荣 威 RXRX55、、

MGMG66在内的共计在内的共计3030辆高品辆高品

质车源得到竞买人的一致质车源得到竞买人的一致

认可认可，，所有车型全部成交所有车型全部成交。。

刚拍下一辆刚拍下一辆MGMG66的车的车

主 李 先 生 表 示主 李 先 生 表 示 ：“：“ 关 注关 注

MGMG66很久了很久了，，由于预算有由于预算有

限限，，还是考虑买二手车还是考虑买二手车。。

在上汽认证二手车中心买在上汽认证二手车中心买

车比较放心车比较放心，，车辆品质和车辆品质和

服务都有保障服务都有保障，，终身免费终身免费

基础保养这点也很贴心基础保养这点也很贴心。”。”

据上汽认证二手车中据上汽认证二手车中

心负责人介绍心负责人介绍，，此次线下此次线下

拍卖会联合线上车享拍实拍卖会联合线上车享拍实

时同步进行时同步进行，，竞买人足不竞买人足不

出户即可实现轻松竞拍出户即可实现轻松竞拍。。

现场车辆现场车辆 00 元起拍元起拍，，主销主销

车型荣威车型荣威RXRX55、、MGMG66现场现场

竞价火爆竞价火爆，，成交率高达成交率高达

100100%%。。

随 着 产 品随 着 产 品 、、 技 术 能技 术 能

力力、、品牌力的提升品牌力的提升，，上汽上汽

自主品牌保值率稳步提自主品牌保值率稳步提

升升。。荣威和荣威和 MGMG 品牌车型品牌车型

表现尤其抢眼表现尤其抢眼，，其高保值其高保值

率轻松破除合资车的优越率轻松破除合资车的优越

感感。。上汽自主品牌产品的上汽自主品牌产品的

技术技术、、质量和品质深受消质量和品质深受消

费者喜爱费者喜爱。。

在此次上汽认证二手在此次上汽认证二手

车拍卖会中车拍卖会中，，以一辆以一辆20182018

年年 55 月 售 出 的 荣 威月 售 出 的 荣 威 RXRX55

（（行驶里程为行驶里程为22万公里万公里）） 为为

例例，，最终成交价为最终成交价为 99..88 万万

元元，，保值率高达保值率高达 7878%%。。同同

时时，，上汽自主品牌新能源上汽自主品牌新能源

车型也展现出了与热门合车型也展现出了与热门合

资车型同一水准的超高保资车型同一水准的超高保

值率值率。。以一辆以一辆 20192019 年年 22 月月

售出的混动售出的混动MGMG66 （（行驶里行驶里

程为程为 11 万公里万公里）） 为例为例，，最最

终成交价达终成交价达 1010..66 万元万元，，保保

值率比肩燃油车值率比肩燃油车。。

目前目前，，荣威品牌销量荣威品牌销量

表现稳定表现稳定，，保值率表现持保值率表现持

续坚挺续坚挺。。畅销车型荣威畅销车型荣威

RXRX55 11 年车龄保值率为年车龄保值率为

7777..66%%，，22年车龄保值率为年车龄保值率为

7070%%，，33 年车龄保值率为年车龄保值率为

6161..55%%。。与定位低端的车型与定位低端的车型

不同不同，，荣威旗下车型在车荣威旗下车型在车

辆技术辆技术、、功能功能、、颜值上均颜值上均

略胜一筹略胜一筹，，凸显了荣威品凸显了荣威品

牌的牌的““高品价比高品价比”。”。

MGMG 品牌方面品牌方面，，上一上一

代代 MGMG66 的保值率表现不的保值率表现不

俗俗 ，， 11 年 车 龄 保 值 率 为年 车 龄 保 值 率 为

7676..55%%，，22年车龄保值率为年车龄保值率为

7070%%，，33 年车龄保值率为年车龄保值率为

6060..99%%，，这说明这说明MGMG的产品的产品

力力、、竞争力均经得起时间竞争力均经得起时间

考验考验。。最新上市的第三代最新上市的第三代

MGMG66 还推出了还推出了 22 年年 77 折回折回

购的保值营销服务购的保值营销服务，，让用让用

户换车无忧户换车无忧，，年年开新车年年开新车。。

自自 55 月月 3030 日全国首家日全国首家

中国汽车品牌认证二手车中国汽车品牌认证二手车

中心中心———上汽认证二手车—上汽认证二手车

中心开业以来中心开业以来，，其以品牌其以品牌

统一统一、、认证统一认证统一、、售后统售后统

一等方式服务于更多上汽一等方式服务于更多上汽

自主品牌车主自主品牌车主。。此外此外，，上上

汽认证二手车车主还享有汽认证二手车车主还享有

一 年 或一 年 或 33 万 公 里 原 厂 质万 公 里 原 厂 质

保保，，额外获享额外获享 11 次保养焕次保养焕

新服务新服务、、终身免费基础保终身免费基础保

养等服务养等服务。。购买上汽认证购买上汽认证

二手车的车主二手车的车主，，均可享受均可享受

二手车价格二手车价格、、一手车服务一手车服务。。

上汽认证二手车中心上汽认证二手车中心

负责人表示负责人表示：“：“只要车龄不只要车龄不

超超 55 年年，，且行驶里程不超且行驶里程不超

过过 1010 万公里万公里，，并通过并通过 354354

项认证检测的次新车项认证检测的次新车，，都都

有资格获得上汽二手车官有资格获得上汽二手车官

方认证方认证。。拒收营运车拒收营运车、、改改

装车装车，，杜绝事故车杜绝事故车、、泡水泡水

车车、、火烧车火烧车，，每一辆上汽每一辆上汽

认证二手车品质优秀认证二手车品质优秀，，让让

用户更便捷用户更便捷、、更安心更安心。”。”据据

悉悉，，上汽认证二手车中心上汽认证二手车中心

计划计划 99 月底前新建多家认月底前新建多家认

证中心证中心，，服务华中服务华中、、华华

南南、、西南等区域市场西南等区域市场。。

上汽认证二手车拍卖会“吸粉”

荣威、MG品牌保值率稳步提升

本报记者 邹勇

近日近日，，天地华宇全国天地华宇全国

直播招商会暨特许战略发直播招商会暨特许战略发

布会召开布会召开。。近一个半小时近一个半小时

的直播吸引的直播吸引33..33万名网友在万名网友在

线观看线观看，，更有更有145145个加盟商个加盟商

现场缴纳意向金现场缴纳意向金。。

受到疫情影响受到疫情影响，，天地天地

华宇今年的全国招商会被华宇今年的全国招商会被

““搬搬””到了线上到了线上。。让天地华让天地华

宇总裁杨兼文感到意外的宇总裁杨兼文感到意外的

是是，，意向合作伙伴热情高意向合作伙伴热情高

涨涨，，会后陆续有很多没能会后陆续有很多没能

够及时参与的意向合作伙够及时参与的意向合作伙

伴联系工作人员伴联系工作人员，，表示想表示想

要加盟要加盟。。杨兼文表示杨兼文表示：“：“此此

次招商会的成功举办将加次招商会的成功举办将加

速天地华宇特许加盟店的速天地华宇特许加盟店的

拓展拓展，，提升天地华宇的网提升天地华宇的网

络覆盖和货运量络覆盖和货运量。”。”

虽然物流行业虽然物流行业““价格价格

战战””持续升级持续升级，，但杨兼文对但杨兼文对

天地华宇的发展充满信心天地华宇的发展充满信心：：

““天地华宇将保持战略定天地华宇将保持战略定

力力，，以口碑和服务为驱动以口碑和服务为驱动

力力，，大力推进创新大力推进创新。。在提在提

升客户体验的同时升客户体验的同时，，优化成优化成

本本，，构建发展的良性循环构建发展的良性循环。”。”

在业务网点布局过程在业务网点布局过程

中中，，天地华宇坚持天地华宇坚持““两条两条

腿走路腿走路””的渠道战略的渠道战略，，形形

成直营与特许协同发展的成直营与特许协同发展的

独特模式独特模式。。同时同时，，天地华天地华

宇 坚 持 以 服 务 品 质 为 引宇 坚 持 以 服 务 品 质 为 引

领领，，持续加强直营渠道和持续加强直营渠道和

服务体系建设服务体系建设。。

天地华宇加入上汽物天地华宇加入上汽物

流板块后流板块后，，除引入管理理除引入管理理

念和资源外念和资源外，，还有两个法还有两个法

宝宝：：精益生产和智慧物流精益生产和智慧物流

黑科技黑科技。。上汽安吉物流旗上汽安吉物流旗

下兄弟公司为天地华宇分下兄弟公司为天地华宇分

享了多项自动化专利和人享了多项自动化专利和人

工智能技术基础工智能技术基础。“。“目前目前，，

上汽安吉物流与天地华宇上汽安吉物流与天地华宇

正在将零担网络与合同物正在将零担网络与合同物

流进行整合适配流进行整合适配，，车辆智车辆智

能调度系统预计在年内就能调度系统预计在年内就

会上线会上线，，对物流干线进行对物流干线进行

优化匹配优化匹配，，从而大幅提升从而大幅提升

效率效率。”。”杨兼文表示杨兼文表示。。

天地华宇拥有直营服天地华宇拥有直营服

务品质务品质、、优惠价格优惠价格、、贴心贴心

客服客服，，立志打造客户的货立志打造客户的货

运运““高端经济舱高端经济舱”。”。天地华天地华

宇 推 出 了宇 推 出 了 ““ 定 日 达定 日 达 ”” 和和

““经济快运经济快运””两套产品两套产品，，为为

客户同时提供了高品质和客户同时提供了高品质和

高性价比的服务高性价比的服务。。在此基在此基

础上础上，，天地华宇不断细化天地华宇不断细化

产品和服务产品和服务，，强化竞争力强化竞争力。。

““天地华宇还推出了天地华宇还推出了

‘‘首续重首续重’’产品产品，，更好地服更好地服

务电商客户务电商客户。。为匹配货运为匹配货运

量的增长量的增长，，我们计划逐步我们计划逐步

增设增设6060家平台家平台，，新增新增5050条条

直发线路直发线路，，完成时效和网完成时效和网

络的升级络的升级。”。”杨兼文介绍杨兼文介绍，，

““同时同时，，我们会在第一时间我们会在第一时间

解决客户遇到的问题解决客户遇到的问题。。比比

起那种拼命踢皮球的发货起那种拼命踢皮球的发货

体验体验，，天地华宇真正做到天地华宇真正做到

让客户信赖让客户信赖、、省心省心。”。”

从从 88 月月 11 日起日起，，EVEV--

CARDCARD““小小 EE 健康码健康码””正正

式上线式上线。“。“小小EE健康码健康码””是是

EVCARDEVCARD针对分时租赁使针对分时租赁使

用者而推出的一款电子健用者而推出的一款电子健

康码识别机制康码识别机制，，其数据通其数据通

过过““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

平台平台””进行云端的个人信进行云端的个人信

息匹配与检测息匹配与检测，，并动态更并动态更

新新，，用于对用户租赁用于对用户租赁EVEV--

CARDCARD 车辆时的健康状态车辆时的健康状态

进行审核进行审核，，为汽车共享提为汽车共享提

供了大数据的安全保障供了大数据的安全保障。。

““小小 EE 健康码健康码””的推的推

出出，，让共享出行用户的安让共享出行用户的安

全有了新的保障全有了新的保障。。对租车对租车

用户的健康状态加以严格用户的健康状态加以严格

把关把关，，既是行业创举既是行业创举，，更更

体现了品牌的社会责任体现了品牌的社会责任，，

在特殊时期尽最大可能降在特殊时期尽最大可能降

低共享出行的健康风险低共享出行的健康风险。。

（陆萍）

天地华宇加速网点布局，全面整合物流资源

打造货运平台“高端经济舱”

上汽厚植高技能人才沃土

为安全出行更添有力保障

EVCARD“小E健康码”上线

迅速成长，
走向“技能大师”

“技能成才”的
传承与发展

直营、特许双管齐下

不断细化产品和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