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8月16日
本期值班编委 阮希琼 1版、2版责任编辑 阮希琼 美编 荣晔上汽要闻02

扎实走一线 精准解难题
88 月月 1212 日日，，中国汽车工中国汽车工

业协会在上海召开了九届一业协会在上海召开了九届一

次理事会议暨常务理事会扩次理事会议暨常务理事会扩

大会议大会议。。上汽集团上汽集团、、一汽集一汽集

团团、、东风汽车东风汽车、、长安汽车长安汽车、、

北汽集团当选轮值会长单北汽集团当选轮值会长单

位位。。上汽集团为本届首年度上汽集团为本届首年度

轮值会长单位轮值会长单位，，上汽集团党上汽集团党

委书记委书记、、董事长陈虹为轮值董事长陈虹为轮值

会长会长。。

88 月月 1313 日日，，中国汽车工中国汽车工

业协会在上海召开业协会在上海召开20202020年中年中

国汽车国汽车TT1010峰会峰会。。

陈虹在峰会中表示陈虹在峰会中表示，，我我

国汽车行业正处于市场深度国汽车行业正处于市场深度

调整调整、、产业重大变革产业重大变革、、企业企业

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尽管尽管

眼前的挑战十分严峻眼前的挑战十分严峻，，但从但从

中长期看中长期看，，我国超大规模汽我国超大规模汽

车市场的体量优势依然未车市场的体量优势依然未

变变，，汽车消费升级的发展趋汽车消费升级的发展趋

势依然未变势依然未变，，全球汽车行业全球汽车行业

变革的中心地位依然未变变革的中心地位依然未变，，

行业发展前景依然是光明和行业发展前景依然是光明和

充满希望的充满希望的。。关键是要按照关键是要按照

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努力努力

发挥重点企业的行业领军作发挥重点企业的行业领军作

用用，，努力弘扬努力弘扬““创新创新、、担担

当当、、责任责任””的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精神，，

努力做到努力做到““在危机中育新在危机中育新

机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于变局中开新局。”。”

同时同时，，陈虹表示陈虹表示，，希望希望

与行业同仁做到行业与行业同仁做到行业““大大

局局””大家一起看大家一起看，，行业行业““大大

计计””大家共商议大家共商议，，行业行业““大大

事事””大家协力办大家协力办，，同心协同心协

力力、、抓机克危抓机克危，，推动我国汽推动我国汽

车行业在车行业在““十四五十四五””期间继期间继

续实现高质量发展续实现高质量发展。。

88 月月 1414 日日，，由中国汽车由中国汽车

工业协会主办的中国汽车论工业协会主办的中国汽车论

坛举办坛举办，，上汽集团总裁王晓上汽集团总裁王晓

秋在论坛上表示秋在论坛上表示，，站在站在““两两

个一百年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奋斗目标的历史

交汇点交汇点，，展望展望““十四五十四五””发发

展新征程展新征程，，上汽将继续贯彻上汽将继续贯彻

““三个坚持三个坚持”。”。

一是坚持品牌向上一是坚持品牌向上，，以以

高质量发展建设更美好出行高质量发展建设更美好出行

生活生活。。面对年轻化和消费升面对年轻化和消费升

级的大趋势级的大趋势，，除了产品本身除了产品本身

需要体现时代潮流和科技之需要体现时代潮流和科技之

美外美外，，更需要对品牌注入新更需要对品牌注入新

的潮流精神的潮流精神，，引发消费者的引发消费者的

共鸣共鸣，，创造更好的品牌体验创造更好的品牌体验。。

二是坚持客户至上二是坚持客户至上，，在在

新能源汽车市场化发展中勇新能源汽车市场化发展中勇

立潮头立潮头。。新能源汽车要真正新能源汽车要真正

实现市场化发展实现市场化发展，，就不能偏就不能偏

离离““大众化大众化””这个根本属这个根本属

性性，，实现更加全面实现更加全面、、普惠普惠、、

包容的发展包容的发展。。

三是坚持能级快上三是坚持能级快上，，在在

智能网联产业化推进中率先智能网联产业化推进中率先

突破突破。。上汽在推进智能网联上汽在推进智能网联

产业化发展的过程中产业化发展的过程中，，将继将继

续贯彻续贯彻““场景主导场景主导、、软件定软件定

义义、、数据驱动数据驱动””的发展思的发展思

路路，，加快关键核心技术突加快关键核心技术突

破破，，持续推动智能网联产业持续推动智能网联产业

链能级提升链能级提升。。

（宗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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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财富》》 杂志于杂志于 88 月月 1010

日公布了日公布了 20202020 年世界年世界 500500 强强

排行榜排行榜，，上汽集团以上汽集团以20192019年年

度合并报表度合并报表 12201220..714714 亿美元亿美元

的营业收入名列世界的营业收入名列世界 500500 强强

第第 5252 位位，，第第 1616 次进入世界次进入世界

500500强榜单强榜单，，并连续并连续77年进入年进入

百强榜单百强榜单，，在此次上榜的全在此次上榜的全

球汽车企业中名列第七球汽车企业中名列第七。。

面对车市面对车市““寒冬寒冬””的严的严

峻挑战峻挑战，，上汽在牢牢稳住经上汽在牢牢稳住经

济运行的同时济运行的同时，，坚持创新转坚持创新转

型型，，全力推进全力推进““新四化新四化””战战

略略：：今年已连续今年已连续 44 个月实现个月实现

销量上涨销量上涨；；今年今年 77 月月，，新能新能

源 汽 车 销 量 同 比 增 长源 汽 车 销 量 同 比 增 长

5252..88%%，，全球首款燃料电池全球首款燃料电池

MPVMPV 于年内上市于年内上市；“；“55G+LG+L44

级级””智能驾驶重卡启动准商智能驾驶重卡启动准商

业化运营业化运营，，年内将运输年内将运输 22 万万

个集装箱个集装箱；；瞄准瞄准““软件定义软件定义

汽车汽车””发展趋势发展趋势，，成立软件成立软件

中心中心，，聚合全球顶尖智能网聚合全球顶尖智能网

联人才团队联人才团队；；享道出行累计享道出行累计

注册用户数突破注册用户数突破10001000万万，，用用

户 满 意 度 高 达户 满 意 度 高 达 9797%% ；； 11-- 77

月月，，自主品牌海外销量逆势自主品牌海外销量逆势

增长增长1515..99%%。。 （龚关）

上汽名列《财富》世界500强企业第52位

高温天高温天，，上汽郑州基地上汽郑州基地

员工收到了一封来自董事长员工收到了一封来自董事长

的慰问信的慰问信。“。“虽然三伏天令气虽然三伏天令气

温迅速攀升温迅速攀升，，但大家依旧不但大家依旧不

畏高温畏高温，，一如既往地坚守在一如既往地坚守在

各各自的岗位上自的岗位上，，为上汽整体发为上汽整体发

展挥洒艰辛的汗水展挥洒艰辛的汗水，，贡献积极贡献积极

力量力量。。让我们上下同心让我们上下同心，，共同共同

面对高温酷暑面对高温酷暑，，齐心协力齐心协力，，为为

上汽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上汽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88月月77日日，，上汽集团党委上汽集团党委

书记书记、、董事长陈虹董事长陈虹，，上汽集上汽集

团党委副书记团党委副书记、、总裁王晓总裁王晓

秋秋，，上汽集团副总裁上汽集团副总裁、、上汽上汽

乘用车公司总经理杨晓东等乘用车公司总经理杨晓东等

一行前往上汽乘用车郑州基一行前往上汽乘用车郑州基

地慰问一线员工地慰问一线员工，，为员工送为员工送

去问候和关心去问候和关心。。

陈虹和王晓秋代表集团陈虹和王晓秋代表集团

党政领导班子对广大员工的党政领导班子对广大员工的

辛勤付出和奋力拼搏取得优辛勤付出和奋力拼搏取得优

异成绩表示感谢异成绩表示感谢，，并叮嘱大并叮嘱大

家要注意身体健康家要注意身体健康，，做好疫做好疫

情情防控和防暑降温工作防控和防暑降温工作，，继续继续

发扬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特别能战

斗斗、、特别能奉献特别能奉献””的精神的精神，，为上为上

汽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汽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郑州基地全体员工倍受郑州基地全体员工倍受

鼓舞鼓舞，，表示对高质量完成全年表示对高质量完成全年

目标目标任务充满信心任务充满信心。。将以将以

““匠心造好车匠心造好车，，使命育郑人使命育郑人””

的基地制造文化为指引的基地制造文化为指引，，打打

造造““狼性狼性””团队团队，，建设奋斗人家建设奋斗人家

园园，，坚持坚持““进进”、”、狠抓狠抓““实实”、”、勇于勇于

““拼拼”，”，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

济发展的双胜利济发展的双胜利。。

此前此前，，陈虹一行前往上陈虹一行前往上

汽集团云计算汽集团云计算 （（郑州郑州）） 数据数据

中心施工现场视察工作中心施工现场视察工作，，深深

入了解了数据中心项目施工入了解了数据中心项目施工

进展进展，，以及各工厂生产情况以及各工厂生产情况。。

88月月88日日，，陈虹陈虹、、王晓秋王晓秋

一行前往上汽大众仪征工厂一行前往上汽大众仪征工厂

调研调研，，并慰问坚守岗位的生并慰问坚守岗位的生

产一线员工产一线员工。。

陈虹和王晓秋对员工的陈虹和王晓秋对员工的

辛勤辛勤付出表示感谢付出表示感谢。。他同时要他同时要

求部门管理者要通过优化生求部门管理者要通过优化生

产组织方式产组织方式、、平衡作息时间等平衡作息时间等

措施措施，，确保员工的安全确保员工的安全、、健康健康。。

陈虹陈虹、、王晓秋详细了解王晓秋详细了解

了工厂复工复产了工厂复工复产、、精益生精益生

产产、、降本增效降本增效、、创新改善创新改善、、

人才培养等方面工作的推进人才培养等方面工作的推进

情况情况。。陈虹指出陈虹指出，，市场环境市场环境

正在逐渐好转正在逐渐好转，，广大员工要广大员工要

坚定信心坚定信心，，继续扎实练好内继续扎实练好内

功功，，奋勇拼搏奋勇拼搏，，以过硬的产以过硬的产

品和服务质量品和服务质量，，为市场开拓为市场开拓

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77 月月 3131 日日，，上汽集团监上汽集团监

事会主席沈晓苏与集团监事事会主席沈晓苏与集团监事

会会、、工会相关领导一同前往工会相关领导一同前往

申沃公司进行慰问申沃公司进行慰问。。

沈晓苏先后来到了申沃沈晓苏先后来到了申沃

公司试制车间公司试制车间、、车身车间车身车间、、

油漆车间及总装车间油漆车间及总装车间，，对现对现

场正在奋战订单生产任务的场正在奋战订单生产任务的

一线员工表达了关心和感一线员工表达了关心和感

谢谢，，并将防暑降温用品送到并将防暑降温用品送到

他们的手中他们的手中。。沈晓苏还试乘沈晓苏还试乘

了申沃了申沃 99 系纯电动客车系纯电动客车，，并并

参观了技术中心以及客车生参观了技术中心以及客车生

产线产线，，详细了解了申沃近五详细了解了申沃近五

年的经营情况及年的经营情况及20202020年工作年工作

计划等相关内容计划等相关内容。。 （宗何）

上下同心，战高温斗酷暑
上汽集团领导慰问奋战在高温一线的上汽员工

本报记者 顾行成

““今年以来今年以来，，上汽大上汽大

通的经销商网络增长得很通的经销商网络增长得很

快快，，其中有原来是其中有原来是‘‘友友

商商’’的经销商的经销商，，现在也现在也

‘‘跳车跳车’’进了我们大通的进了我们大通的

网络网络。。他们告诉我他们告诉我，，之前之前

做大通的竞争对手做大通的竞争对手，，老是老是

被压着被压着‘‘打打’，’，跟大通打跟大通打

擂台太累了擂台太累了。”。”上汽大通上汽大通

总经理王瑞告诉记者总经理王瑞告诉记者。。

坐最晚一班航班离坐最晚一班航班离

沪沪，，第二天又坐最晚一班第二天又坐最晚一班

航班回上海航班回上海，，这已经成了这已经成了

王瑞去一线走访调研的日王瑞去一线走访调研的日

常常。。

““去年以来去年以来，，国内汽国内汽

车行业的竞争越来越激车行业的竞争越来越激

烈烈，，企业转型的压力也不企业转型的压力也不

小小，，疫情更是加速了国内疫情更是加速了国内

车企的优胜劣汰车企的优胜劣汰，，几乎所几乎所

有车企都面对着生存压力有车企都面对着生存压力

的挑战的挑战。。这种时候这种时候，，我们我们

这些决策者这些决策者，，就更需要清就更需要清

楚掌握一线市场楚掌握一线市场，，了解经了解经

销商合作伙伴的形态和现销商合作伙伴的形态和现

状状。。这段时间这段时间，，我和蓝总我和蓝总

（（上汽集团副总裁蓝青上汽集团副总裁蓝青

松松））在日常工作中挤出时在日常工作中挤出时

间间，，分别走访了全国各级分别走访了全国各级

市场市场。”。”王瑞说王瑞说，“，“我们往我们往

往到了当地的第一件事往到了当地的第一件事，，

就是给经销商吃定心丸就是给经销商吃定心丸。”。”

据介绍据介绍，，除了江浙市除了江浙市

场以外场以外，，近年来近年来，，上汽大上汽大

通在中西部市场发展非常通在中西部市场发展非常

迅速迅速，，比如郑州比如郑州、、成都和成都和

重庆等地区重庆等地区。。其中其中，，中原中原

大区已经成为上汽大通排大区已经成为上汽大通排

名第三的销量大区名第三的销量大区。。

““以郑州市为例以郑州市为例，，那那

里有里有 55 家上汽大通经销家上汽大通经销

商商，，数量相对较多数量相对较多，，能力能力

和成熟度参差不齐和成熟度参差不齐。”。”王王

瑞告诉记者瑞告诉记者，“，“如何合理如何合理

地分配资源地分配资源，，发挥各自的发挥各自的

长处长处，，形成合力形成合力，，这是我这是我

们去一线调研必须面对的们去一线调研必须面对的

问题之一问题之一，，尤其是当有新尤其是当有新

的经销商伙伴加入之后的经销商伙伴加入之后。”。”

在一线调研过程中在一线调研过程中，，

王瑞也敏锐地发现王瑞也敏锐地发现，，包括包括

上汽大通的成熟市场江浙上汽大通的成熟市场江浙

市场市场，，以及这两年兴起的以及这两年兴起的

后起之秀后起之秀，，例如成都例如成都、、重重

庆庆、、郑州等市场在内郑州等市场在内，，都都

普遍存在一个现象普遍存在一个现象，，当市当市

场热点形成的时候场热点形成的时候，，经销经销

商们把握热点非常及时商们把握热点非常及时，，

也非常有积极性也非常有积极性，，很容易很容易

做出成绩做出成绩。“。“但是但是，，一旦一旦

市场热点褪去市场热点褪去，，经销商们经销商们

应对消费环境变化的手段应对消费环境变化的手段

和能力不足和能力不足，，资金投入不资金投入不

足足，，这些问题会很快暴露这些问题会很快暴露

出来出来。。前年热销前年热销GG1010，，去去

年年GG5050很火很火，，今年今年VV8080大大

卖卖，，但很少能把几款主打但很少能把几款主打

产品同时都卖好的产品同时都卖好的。。这次这次

走访走访，，我们带给他们一个我们带给他们一个

问题问题，‘，‘你你 VV8080 今年卖这今年卖这

么好么好，，GG5050去年成绩也很去年成绩也很

出色出色，，今年为什么今年为什么GG5050的的

销量上不去了销量上不去了？’”？’”王瑞王瑞

说说。。

在给经销商们提出问在给经销商们提出问

题的时候题的时候，，上汽大通的管上汽大通的管

理层也在主动探寻解决办理层也在主动探寻解决办

法法。“。“上汽大通的车型涵上汽大通的车型涵

盖乘用车盖乘用车、、商用车和皮卡商用车和皮卡

产品产品，，产品种类较多产品种类较多，，针针

对的市场也不同对的市场也不同。。随着新随着新

产品的投放产品的投放，，是时候考虑是时候考虑

按照品系适当分拆网络和按照品系适当分拆网络和

销售团队销售团队，，建设销售专网建设销售专网

了了。”。”王瑞表示王瑞表示，“，“现在的现在的

车市下车市下，，四平八稳地小步四平八稳地小步

跑是不行的跑是不行的，，必须大步快必须大步快

跑跑。”。”

““举个简单的例子举个简单的例子，，

很多城市中很多城市中，，卖轻客的卖轻客的、、

卖商用车的和卖乘用车卖商用车的和卖乘用车

的的、、卖皮卡的卖皮卡的，，往往会集往往会集

中在不同的商业地段中在不同的商业地段，，竞竞

争激烈的市场需要贴近客争激烈的市场需要贴近客

户户、、贴近商圈贴近商圈、、主动服主动服

务务，，如果还是四平八稳收如果还是四平八稳收

着干着干，，往往会坐看市场良往往会坐看市场良

机流失机流失。”。”王瑞告诉记王瑞告诉记

者者，“，“所以所以，，我们现在已我们现在已

经在一些市场开始试点经在一些市场开始试点，，

鼓励经销商有条件的就分鼓励经销商有条件的就分

网网，，条件暂时有限制的条件暂时有限制的，，

至少也要拆分独立的销售至少也要拆分独立的销售

团队团队。。一段时间试行下一段时间试行下

来来，，效果还是相当明显效果还是相当明显

的的。”。”

“现在必须大步快跑”

上汽大通总经理调研一线

给经销商吃定心丸

分拆团队建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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