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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走一线 精准解难题

本报记者 严瑶

从从77月月2929日开始日开始，，上上

汽红岩总经理楼建平和营汽红岩总经理楼建平和营

销公司总经理杨培强一销公司总经理杨培强一

行行，，深入到安徽经销商们深入到安徽经销商们

的身边的身边，，实地走访调研了实地走访调研了

芜湖芜湖、、六安六安、、合肥合肥、、阜阜

阳阳、、亳州等十个市场的经亳州等十个市场的经

销商和服务商销商和服务商。。

从国内大环境来看从国内大环境来看，，

一方面一方面，，全国抗击疫情形全国抗击疫情形

势虽然向好势虽然向好，，但尚未结但尚未结

束束；；另一方面另一方面，，抗洪救灾抗洪救灾

形势依然严峻形势依然严峻，，而安徽芜而安徽芜

湖是受到洪涝灾害较为严湖是受到洪涝灾害较为严

重的地区之一重的地区之一。。这也让今这也让今

年上汽红岩管理层的年上汽红岩管理层的““走走

市场市场””显得尤为不同显得尤为不同。。

上汽红岩安徽经销商上汽红岩安徽经销商

芜湖中豪总经理汪承文正芜湖中豪总经理汪承文正

在发愁在发愁，，整个整个77月份月份，，他他

没卖出去几辆车没卖出去几辆车。“。“从从 55

月下旬开始月下旬开始，，芜湖就雨水芜湖就雨水

不断不断，，连日大雨导致工地连日大雨导致工地

开不了工开不了工，，来订车的人也来订车的人也

少了少了。”。”汪承文说汪承文说。。

疫情之下疫情之下，，洪灾之洪灾之

后后，，上汽红岩管理层的上汽红岩管理层的

““安徽之行安徽之行””为当地经销为当地经销

商们带去了信心与支持商们带去了信心与支持，，

也让整个经销商也让整个经销商、、服务商服务商

团队士气高涨团队士气高涨。“。“上汽红上汽红

岩将在车型销售政策上给岩将在车型销售政策上给

予受灾地区扶持予受灾地区扶持，，加快库加快库

存结构调整存结构调整，，希望大家希望大家

‘‘轻装上阵轻装上阵’。”’。”楼建平楼建平

说说，“，“安徽是牵引车的大安徽是牵引车的大

市场市场，，经销商们要放开手经销商们要放开手

脚去拼脚去拼，，把销量提上去把销量提上去。”。”

在市场前线在市场前线，，经销商经销商

们正抢抓时机多卖车们正抢抓时机多卖车；；在在

生产后方生产后方，，上汽红岩也开上汽红岩也开

足马力足马力，，产量创出历史新产量创出历史新

高高，，保证持续供货保证持续供货，，让经让经

销商有车可卖销商有车可卖。。上汽红岩上汽红岩

安徽区域销售经理杨龙介安徽区域销售经理杨龙介

绍绍，，上汽红岩在安徽又新上汽红岩在安徽又新

增了两个服务网点增了两个服务网点，，一级一级

服务网点达到服务网点达到4444家家，，有效有效

缩短了服务用户的半径缩短了服务用户的半径。。

困难重重之下困难重重之下，，上半上半

年年，，上汽红岩在安徽地区上汽红岩在安徽地区

的自卸车销量同比增长的自卸车销量同比增长

9696%%，，牵引车销量同比增牵引车销量同比增

长超过长超过5050%%。。

去年去年，，安徽六安恒屹安徽六安恒屹

通董事长潘靖在合肥新开通董事长潘靖在合肥新开

了一家上汽红岩经销店了一家上汽红岩经销店。。

尽管今年受到疫情和洪涝尽管今年受到疫情和洪涝

灾害的影响灾害的影响，，但潘靖依然但潘靖依然

觉得这个投资觉得这个投资““值得值得”，”，

““刚入网营业不久的这家刚入网营业不久的这家

AA 级级 44SS 店店，，仅今年半年仅今年半年

时间就获得了近时间就获得了近200200张红张红

岩重卡订单岩重卡订单。”。”

伴随着安徽市场上工伴随着安徽市场上工

程车的升级换代程车的升级换代，“，“国国

六六””智能渣土车等产品销智能渣土车等产品销

量走高量走高，，让经销商有了持让经销商有了持

续投资的信心续投资的信心。。而这也和而这也和

上汽红岩加快开拓市场的上汽红岩加快开拓市场的

举措分不开举措分不开。“。“今年今年，，我我

们要在守好自卸车们要在守好自卸车‘‘工程工程

之王之王’’阵地的同时阵地的同时，，做好做好

短板车型牵引车的销售短板车型牵引车的销售，，

同时更加积极开拓红岩瑞同时更加积极开拓红岩瑞

江搅拌专用车板块江搅拌专用车板块，，争取争取

获得更大份额的市场占有获得更大份额的市场占有

率率。”。”杨培强说杨培强说。。

从 销 量 数 据 上 看从 销 量 数 据 上 看 ，，

11--66 月月，，上汽红岩销售上汽红岩销售

33..99 万 辆万 辆 ，， 同 比 增 长同 比 增 长

2525%%。。在今年年初在今年年初，，上汽上汽

红岩订下的全年销量目标红岩订下的全年销量目标

是是 77..22 万辆万辆。“。“时间过半时间过半，，

目标任务完成过半目标任务完成过半。”。”这这

张成绩单让所有红岩人和张成绩单让所有红岩人和

经销商们都为之振奋经销商们都为之振奋。。

但楼建平却表示但楼建平却表示，，对对

这个成绩依然这个成绩依然““不太满不太满

意意”。”。他指出他指出，，上半年上上半年上

汽红岩虽然实现了销量正汽红岩虽然实现了销量正

增长增长，，但在公路车市场的但在公路车市场的

占有率仍然偏低占有率仍然偏低。。楼建平楼建平

指出指出：“：“广大经销商要增广大经销商要增

强牵引车销售服务团队的强牵引车销售服务团队的

建设建设，，不断扩展思路不断扩展思路，，抓抓

住客户的心住客户的心。”。”

““下半年下半年，，上汽红岩的上汽红岩的

销量依然有很大的上升空销量依然有很大的上升空

间间。”。”楼建平给出了两个方楼建平给出了两个方

向向：：一是从细分产品上入一是从细分产品上入

手手，，进一步做好分品系的进一步做好分品系的

推广工作推广工作；；二是结合各地二是结合各地

级市的特点级市的特点，，有针对性地有针对性地

开展营销工作开展营销工作，，进一步提进一步提

升市场占有率升市场占有率。。

本报通讯员 王媛媛

为贯彻为贯彻““四史四史””学习教育学习教育

有关要求有关要求，，巩固巩固““不忘初心不忘初心、、牢牢

记使命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主题教育成果，，上汽上汽

集团党校创新教学方式集团党校创新教学方式、、丰丰

富内容载体富内容载体，，丰富内容载丰富内容载

体体，，推动推动““四史四史””学习教育学习教育

学深学透学深学透、、走深走实走深走实。。

今年以来今年以来，，上汽集团深上汽集团深

入开展第五轮入开展第五轮““万名党员进万名党员进

党校党校””活动活动，，聚焦聚焦““四史四史””

学习教育目标学习教育目标，，引导广大党引导广大党

员自觉践行新思想员自觉践行新思想、、适应新适应新

时时代代、、展现新作为展现新作为，，在上汽创在上汽创

新转型发展中做表率新转型发展中做表率、、显作显作

用用。。

为了创新党课的教学方为了创新党课的教学方

式式，，提高党课学习的吸引力提高党课学习的吸引力

和体验度和体验度，，克服传统教学脱离克服传统教学脱离

情景情景、、缺乏带入感的不足缺乏带入感的不足，，

上汽集团党校还开展了党史上汽集团党校还开展了党史

情景沙盘活动情景沙盘活动，，运用沙盘推运用沙盘推

演演、、情景还原情景还原、、历史再现历史再现、、

思想碰撞等创新形式思想碰撞等创新形式，，通过通过

全情景演练全情景演练，，将将 55 大历史阶大历史阶

段段、、1919个典型党史场景融入个典型党史场景融入

课程之中课程之中，，还原中国共产党还原中国共产党

从从 19211921 年至年至 19491949 年的年的 2828 年年

重要发展历程重要发展历程，，用沙盘打造用沙盘打造

不一样的党课学习体验不一样的党课学习体验。。

截至截至 77 月底月底，，上汽集团上汽集团

党校为近党校为近 2020 家家单位举办单位举办““四四

史史””教育专题讲座教育专题讲座2020余场余场，，举举

办办““万名党员进党校万名党员进党校””培训班培训班

3030 余期余期，，共有近共有近 4040 家单位参家单位参

加 培 训加 培 训 ，，培 训 党 员 人 数 近培 训 党 员 人 数 近

1300013000人人。。

用沙盘打造不一样的党课学习体验
将“四史”教育融入“万名党员进党校”活动

“开拓思路，提升市占率”

上汽红岩管理层深入一线走访市场

后备箱集市后备箱集市、、花车巡花车巡

游游，，88 月月 77 日日，“，“醉美醉美··夜郑夜郑

州州””消费季又迎来了新的重消费季又迎来了新的重

量级选手量级选手。。在郑州核心地标在郑州核心地标

如意湖文化广场举行的如意湖文化广场举行的““上上

汽主题之夜汽主题之夜”，”，正式为正式为““醉醉

美美··夜郑州夜郑州··约惠上汽约惠上汽””活活

动拉开了帷幕动拉开了帷幕。。上汽集团为上汽集团为

河南人民度身打造了一场为河南人民度身打造了一场为

期期1010天的天的““吃喝玩乐购吃喝玩乐购””汽汽

车消费娱乐盛宴车消费娱乐盛宴。。上汽集团上汽集团

董事长陈虹董事长陈虹、、上汽集团总裁上汽集团总裁

王晓秋等参加开幕仪式王晓秋等参加开幕仪式。。

今 年 五 月 期 间今 年 五 月 期 间 ，， 上 汽上 汽

““五五购物节五五购物节””专场活动带动专场活动带动

了上海地区的购车热潮了上海地区的购车热潮。。此此

次来到郑州次来到郑州，，上汽不仅上汽不仅““复复

制制、、黏贴黏贴””了上海专场活动了上海专场活动

的成功经验的成功经验，，还把豫园还把豫园、、南南

翔小笼等翔小笼等““上海元素上海元素””一起一起

带到郑州带到郑州。。

上汽旗下荣威上汽旗下荣威、、名爵名爵、、

大通大通、、大众大众、、斯柯达斯柯达、、凯迪凯迪

拉克拉克、、别克别克、、雪佛兰雪佛兰、、五五

菱菱、、新宝骏十大整车品牌新宝骏十大整车品牌，，

共计共计8080余款车型都将参加活余款车型都将参加活

动动。。王晓秋表示王晓秋表示，，活动中活动中，，

上汽将为广大消费者提供现上汽将为广大消费者提供现

金优惠金优惠、、置换补贴置换补贴、、免费保免费保

养养、、免费保险免费保险、、金融贴息等金融贴息等

一系列大红包一系列大红包，，让大家让大家““称称

心选心选”“”“放心购放心购”“”“开心游开心游”。”。

据介绍据介绍，，自自20172017年上汽年上汽

集团与郑州市政府签署产业集团与郑州市政府签署产业

合作框架协议以来合作框架协议以来，，总投资总投资

金额达金额达5353亿元的上汽郑州整亿元的上汽郑州整

车基地一期项目顺利建成投车基地一期项目顺利建成投

产产。“。“截至目前截至目前，，上汽郑州基上汽郑州基

地已累计生产整车超过地已累计生产整车超过6060万万

辆辆；；总投资金额达总投资金额达5555亿元的亿元的

郑州基地二期项目也已启动郑州基地二期项目也已启动

建设建设，，预计明年完成整体投预计明年完成整体投

产产。”。”上汽相关人员表示上汽相关人员表示。。

除了整车生产基地除了整车生产基地，，上上

汽把管理全球业务的汽把管理全球业务的““数据数据

大脑大脑””放在了郑州放在了郑州。。据悉据悉，，

总投资金额达总投资金额达2020亿元的上汽亿元的上汽

全球云计算全球云计算 （（郑州郑州）） 数据中数据中

心项目一期工程将在今年心项目一期工程将在今年1010

月份建成使用月份建成使用。。此外此外，，上汽上汽

在郑州还布局建设了发动机在郑州还布局建设了发动机

生产基地生产基地、、零部件集群零部件集群、、供供

应链及整车物流应链及整车物流、、移动出移动出

行行、、金融及融资租赁金融及融资租赁、、充电充电

桩场站桩场站、、新能源循环产业等新能源循环产业等

数十个项目数十个项目。。

（宗何）

将上海“五五”购物节专场活动成功经验带入中原市场

上汽80余款车型相约“夜郑州”

学四史 守初心

走到一线

解燃眉之急

提升市占率

刻不容缓

““虽然最近天气很热虽然最近天气很热，，

但是到店看车的人挺多的但是到店看车的人挺多的。”。”

一位上汽大通一位上汽大通44SS店销售员告店销售员告

诉记者诉记者。。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随着新冠肺炎疫情

的好转的好转，，国内车市逐渐恢国内车市逐渐恢

复复，，最先感受到这股最先感受到这股““暖暖

意意””的的，，便是汽车经销商便是汽车经销商。。

数据显示数据显示，，77 月上汽集月上汽集

团实现整车销售团实现整车销售 4545..7676 万辆万辆，，

同比增长约同比增长约44%%，，旗下多个品旗下多个品

牌表现亮眼牌表现亮眼。。

上汽大通上汽大通 MAXUSMAXUS 全系全系

车型车型77月销量达月销量达1151111511辆辆，，同同

比增长比增长 2626..44%%。。其中其中，，国内国内

销量达销量达 94619461 辆辆，，同比增长同比增长

2828..7272%%；；海外市场则实现了海外市场则实现了

1616..6868%%的同比增长的同比增长。。值得一值得一

提的是提的是，，上汽大通上汽大通 MAXUSMAXUS

宽体轻客家族宽体轻客家族 77 月总销量高月总销量高

达达 45794579 辆辆 ，， 同 比 劲 增同 比 劲 增

165165..9191%%。。此外此外，，随着各地政随着各地政

策对皮卡进一步释放策对皮卡进一步释放““松松

绑绑””信号信号，，推动上汽推动上汽大通大通

MAXUSMAXUS 皮卡销量进一步增皮卡销量进一步增

长长。。77 月月，，上汽大通上汽大通 MAXUSMAXUS

TT6060与与TT7070总销量达总销量达24672467辆辆，，

同比增长同比增长3232..3535%%。。

上汽通用上汽通用 77 月月整体销量整体销量

达达1111..2828万辆万辆，，同比实现正增同比实现正增

长长。。其中其中，，别克批发销量达别克批发销量达

7692676926 辆辆，，同比增长同比增长 3636..66%%。。

从细分车型来看从细分车型来看，，轿车家族轿车家族

中的君威中的君威、、君越在君越在 77 月合计月合计

销售销售 1904819048 辆辆，，同比增长近同比增长近

213213%%。。其中其中，，君威销量为君威销量为

1330913309 辆辆 ，， 环 比 增 长 超 过环 比 增 长 超 过

1111%%，，同比增长同比增长 223223%%。。君越君越

销量为销量为57395739辆辆，，同样实现同同样实现同

比比191191%%的高增长的高增长。。别克英朗别克英朗

的表现也保持稳定的表现也保持稳定，，77 月销月销

量达到量达到1730517305辆辆。。

上汽通用五菱上汽通用五菱 77 月销量月销量

达达 1313 万辆万辆，，同比增长同比增长 2020%%，，

连续连续 44 个月实现销量同比正个月实现销量同比正

增长增长。。其中其中，，五菱品牌五菱品牌 77 月月

销量达销量达 9925899258 辆辆，，同比增长同比增长

5050%%；；新宝骏品牌单月销量新宝骏品牌单月销量

达达 1350135055 辆辆，，环比环比增长增长 4747%%。。

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宏光宏光

MINI EVMINI EV 在在 77 月月 2424 日上市日上市

后后，，当月销量达当月销量达 73487348 辆辆；；77

月新能源车型整体销量为月新能源车型整体销量为

1076410764辆辆，，同比增长同比增长7070%%；；海海

外出口增速加快外出口增速加快，，同比增长同比增长

6666%%。。

上汽红岩上汽红岩 77 月销售月销售 65106510

辆辆，，同比增长同比增长 6262%%。。其中其中，，

上汽红岩自卸车上汽红岩自卸车 77 月销量同月销量同

比增长比增长 4343%%，，迎来下半年开迎来下半年开

门红门红。。此外此外，，上汽红岩牵引上汽红岩牵引

车车 11-- 77 月 销 量 增 幅 达月 销 量 增 幅 达

140140..55%%。。其中其中，，77 月销量同月销量同

比增幅高达比增幅高达357357%%。。

（宗何）

上汽集团7月产销同比持续增长

摄影 张渊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