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近期，，上汽大众上汽大众““大众大众

一家一家””会员俱乐部焕新上会员俱乐部焕新上

线线。。据介绍据介绍，，尚未成为大众尚未成为大众

品牌车主的粉丝也可加入会品牌车主的粉丝也可加入会

员俱乐部员俱乐部，，获得白钻卡并享获得白钻卡并享

有相应权益有相应权益。。同时同时，“，“大众一大众一

家家””会员俱乐部推出电子首会员俱乐部推出电子首

保卡保卡，，并革新积分体系并革新积分体系，，为为

广大会员带来花式福利广大会员带来花式福利。。

焕新的焕新的““大众一家大众一家””为为

会员提供多重福利会员提供多重福利。。会员群会员群

体进一步扩大体进一步扩大，，大众品牌的大众品牌的

粉丝和用车人均可注册成为粉丝和用车人均可注册成为

会员会员，，获得全新白钻卡权益获得全新白钻卡权益。。

白钻卡会员有机会参与白钻卡会员有机会参与

并体验大众品牌的潮流生活并体验大众品牌的潮流生活

方式方式，，报名潜客试乘试驾活报名潜客试乘试驾活

动并享有不定期的购车优动并享有不定期的购车优

惠惠。。其中其中，，用车人用车人

会员还可拥有与会员还可拥有与

绑 定 车 辆 相绑 定 车 辆 相

关的权益关的权益。。目前目前，，车主与粉车主与粉

丝均可扫描二维码或通过大丝均可扫描二维码或通过大

众品牌官方微信众品牌官方微信、、上汽大众上汽大众

超级超级APPAPP轻松注册入会轻松注册入会。。

““大众一家大众一家””升级后带来升级后带来

更佳的用户体验更佳的用户体验，，已绑定车已绑定车

辆的新车车主和用车人可在辆的新车车主和用车人可在

会员账户卡包内领取电子首会员账户卡包内领取电子首

保卡保卡，，在首次保养时用手机在首次保养时用手机

出示即可出示即可，，让首保更方便让首保更方便。。

在在““大众一家大众一家”，”，会员积会员积

分的玩法丰富分的玩法丰富，，用途多多用途多多。。

会员积分体系经过革新后会员积分体系经过革新后，，

每每100100积分可抵扣积分可抵扣11元元，，让会让会

员尽享实惠员尽享实惠。。会员在经销商会员在经销商

处购买新车处购买新车、、原装配附件原装配附件

（（不含批量购买不含批量购买）、）、延保延保 （（蓝蓝

钻及以上会员钻及以上会员）） 或维修保养或维修保养

时时，，可使用积分抵扣消费金可使用积分抵扣消费金

额额。。蓝钻及以上会员可在大蓝钻及以上会员可在大

众品牌自营商城使用积分兑众品牌自营商城使用积分兑

换原装配附件换原装配附件、、精品附件精品附件。。

集分聚惠有门道集分聚惠有门道，，会员会员

在社区中完成签到在社区中完成签到、、获评精获评精

华帖华帖//首页推荐首页推荐、、参加社区互参加社区互

动活动动活动、、创建车友会创建车友会、、组织组织

车友活动等可累积至高车友活动等可累积至高5000050000

积分积分。。蓝钻及以上会员成功蓝钻及以上会员成功

推荐好友购车推荐好友购车，，或在线预约或在线预约

保养保养、、维修保养维修保养、、购买配附购买配附

件及维修保养后点评也可获件及维修保养后点评也可获

得积分得积分。。 （佳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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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域视觉拿下德系豪华车华域视觉拿下德系豪华车
品牌品牌100100万台订单万台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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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

88 月月 1111 日日，，上汽投资上汽投资

旗下私募股权投资平台尚旗下私募股权投资平台尚

颀资本所管理基金投资的颀资本所管理基金投资的

先惠技术先惠技术 （（688155688155）） 在科在科

创板成功挂牌创板成功挂牌。。本次公开本次公开

发行发行，，先惠技术共发行先惠技术共发行

18911891 万股万股，，发行价发行价 3838..7777

元元//股股。。上市首日上市首日，，开盘价开盘价

8888元元//股股，，开盘涨幅开盘涨幅127127%%。。

先惠技术成立于先惠技术成立于 20072007

年年，，经过十几年的专注发经过十几年的专注发

展展，，企业实现了新能源汽企业实现了新能源汽

车及燃油汽车智能制造领车及燃油汽车智能制造领

域的双覆盖域的双覆盖。。其中其中，，在燃在燃

油汽车领域油汽车领域，，先惠技术是先惠技术是

国内变速器国内变速器、、底盘系统智底盘系统智

能制造装备领先的供应商能制造装备领先的供应商。。

此外此外，，先惠技术是国先惠技术是国

内较早进入新能源汽车智内较早进入新能源汽车智

能制造装备领域的企业能制造装备领域的企业，，

在动力电池模组在动力电池模组//电池包电池包

（（PACKPACK）、）、电动汽车动力电动汽车动力

总成总成（（EDSEDS）、）、动力电池测动力电池测

试和检测系统等新能源汽试和检测系统等新能源汽

车关键部件制造及测试领车关键部件制造及测试领

域具有丰富的经验域具有丰富的经验，，是大是大

众汽车众汽车 （（包括上汽大众包括上汽大众、、

一汽一汽--大众大众）、）、华晨宝马的华晨宝马的

动力电池包动力电池包 （（PACKPACK）） 生生

产线主要供应商产线主要供应商，，也是目也是目

前少数直接为欧洲当地主前少数直接为欧洲当地主

要汽车品牌要汽车品牌 （（大众斯柯大众斯柯

达达）） 提 供 动 力 电 池 包提 供 动 力 电 池 包

（（PACKPACK）） 生产线的中国企生产线的中国企

业业。。

尚颀资本投资团队认尚颀资本投资团队认

为为：“：“随着全球汽车产业升随着全球汽车产业升

级级，，新能源汽车行业将迎新能源汽车行业将迎

来爆发性增长来爆发性增长。。先惠技术先惠技术

是国内较早进入新能源汽是国内较早进入新能源汽

车智能制造装备领域的企车智能制造装备领域的企

业业，，在新能源车电池包装在新能源车电池包装

及检测及检测、、整车电力及传动整车电力及传动

系统的集成以及最新燃料系统的集成以及最新燃料

电池生产领域都具有丰富电池生产领域都具有丰富

的经验的经验，，部分技术处于国部分技术处于国

际领先水准际领先水准。。同时同时，，国内国内

新能源电池龙头企业宁德新能源电池龙头企业宁德

时代时代，，以及国轩高科以及国轩高科、、孚孚

能科技等国内知名新能源能科技等国内知名新能源

电池公司都是先惠技术的电池公司都是先惠技术的

主要客户主要客户。”。”基于此逻辑基于此逻辑，，

20162016 年年 99 月月，，尚颀资本完尚颀资本完

成了对先惠技术的投资成了对先惠技术的投资。。

新能源汽车上下游产新能源汽车上下游产

业链一直是尚颀资本重点业链一直是尚颀资本重点

投资的方向之一投资的方向之一。。未来未来，，

尚颀资本将坚持价值投资尚颀资本将坚持价值投资

的理念的理念，，运用产业赋能手运用产业赋能手

段段，，服务产业链服务产业链//供应链体供应链体

系进口替代系进口替代、、制造升级的制造升级的

需求需求，，把握产业链中具有把握产业链中具有

““核心核心、、自主自主、、科技科技””能力能力

的投资的投资、、并购及产业整合并购及产业整合

机会机会，，推动汽车出行领域推动汽车出行领域

企业的创新和发展企业的创新和发展。。

上汽大众“大众一家”会员俱乐部焕新上线

以实力抢占先机

非车主粉丝也能入会

尚颀资本投资企业先惠技术

科创板成功上市

本报记者 吴琼

““我们拿到了一家德系我们拿到了一家德系

豪华车品牌豪华车品牌 100100 万台订单万台订单，，

是全球订单是全球订单。”。”听到这则振听到这则振

奋人心的消息后奋人心的消息后，，华域视觉华域视觉

员工自豪地说员工自豪地说，“，“这款灯这款灯，，

比爱马仕奢侈多了比爱马仕奢侈多了！”！”

很难想像很难想像，，一年前一年前，，华华

域视觉还是这家德系豪华车域视觉还是这家德系豪华车

企的企的““陌生人陌生人”。”。短短一年短短一年

多时间多时间，，华域视觉如愿地实华域视觉如愿地实

现三级跳现三级跳，，从这家企业的从这家企业的

““陌生人陌生人””跃升为量产研发跃升为量产研发

和产品供应商和产品供应商。。

20192019年初年初，，这家德系豪这家德系豪

华车企得知华域视觉是中国华车企得知华域视觉是中国

著名的车灯供应商著名的车灯供应商，，便派团便派团

前来考察前来考察，，当看到华域视觉当看到华域视觉

展示的一系列最新产品和未展示的一系列最新产品和未

来技术时来技术时，，对这些车灯创新对这些车灯创新

技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技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华域视觉在德国的团队华域视觉在德国的团队

获悉这一信息后获悉这一信息后，，及时和这及时和这

家车企总部相关部门取得了家车企总部相关部门取得了

联系联系。。随后随后，，这家车企邀请这家车企邀请

华域视觉参与全新外部灯具华域视觉参与全新外部灯具

的研发的研发，，突破原造型限制突破原造型限制。。

当华域视觉交出历时数月的当华域视觉交出历时数月的

研发成果后研发成果后，，这家德系豪华这家德系豪华

车企拍板车企拍板，，希望在未来量产希望在未来量产

车中运用这一研发成果车中运用这一研发成果。。

20192019 年年 1111 月月，，华域视觉正华域视觉正

式启动了该创新外饰灯光产式启动了该创新外饰灯光产

品的研发品的研发。。

““我们一直在高强度工我们一直在高强度工

作作。”。”负责该创新外饰灯光负责该创新外饰灯光

产品的高级主任工程师习辰产品的高级主任工程师习辰

斌不无感慨地说斌不无感慨地说。。接到任务接到任务

后后，，一个约一个约1010人的专职研发人的专职研发

团队迅速扑到这个项目上团队迅速扑到这个项目上。。

习辰斌说习辰斌说，“，“没想到碰上了没想到碰上了

全球疫情全球疫情，，这在一定程度上这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沟通效率影响了沟通效率。。在保障员在保障员

工健康的前提下工健康的前提下，，中德研发中德研发

团队仍然连轴转团队仍然连轴转，，通过在线通过在线

交流等多种手段交流等多种手段，，保障项目保障项目

正常运转正常运转。”。”远在德国的海远在德国的海

外团队负责人陈明敏常常会外团队负责人陈明敏常常会

单程驱车单程驱车55小时小时，，从华域视从华域视

觉位于狼堡的办公处赶往这觉位于狼堡的办公处赶往这

家车企的总部沟通交流家车企的总部沟通交流，，以以

便深入了解对方需求便深入了解对方需求，，及时及时

改进和推进下一步研发改进和推进下一步研发。。在在

国内国内，，习辰斌习辰斌、、卢梦奇卢梦奇、、夏夏

卫东等相关项目工程师一边卫东等相关项目工程师一边

和前方团队和前方团队、、德方沟通德方沟通，，一一

边推进项目的研发工作边推进项目的研发工作。。

尽管是首次接触尽管是首次接触，，但华但华

域视觉上下仍冲劲满满域视觉上下仍冲劲满满。。两两

个月前个月前，，华域视觉还只是希华域视觉还只是希

望能从研发合作伙伴变成量望能从研发合作伙伴变成量

产配套供应商产配套供应商。。没想到没想到，，在在

和全球多家重量级竞争对手和全球多家重量级竞争对手

PKPK后后，，88月月，，华域视觉就如华域视觉就如

愿拿到了全球配套订单愿拿到了全球配套订单。。

在疫情影响下在疫情影响下，，这一全这一全

球订单的意义重大球订单的意义重大。。此前此前，，

华域视觉拿到的是其他德系华域视觉拿到的是其他德系

车企的国产订单车企的国产订单。。而这次而这次，，

从德系豪华车企手上拿到的从德系豪华车企手上拿到的

是全球包是全球包。。据悉据悉，，这款创新这款创新

外饰灯光产品将搭载在这家外饰灯光产品将搭载在这家

德系豪华车品牌的下一代产德系豪华车品牌的下一代产

品上品上，，而这家企业不仅强调而这家企业不仅强调

创新意识创新意识，，而且领先优势明而且领先优势明

显显。。华域视觉高层表示华域视觉高层表示，，

““我们打入了他的供应链体我们打入了他的供应链体

系系，，就等于占了先机就等于占了先机。。未来未来

三到五年三到五年，，产品进一步演变产品进一步演变

升级升级，，他们的研发部门会一他们的研发部门会一

直和我们沟通交流直和我们沟通交流。”。”

习辰斌沉思片刻后说习辰斌沉思片刻后说，，

“（“（这次这次））合作相当于对方合作相当于对方

露出一个窗户缝露出一个窗户缝。。通过这个通过这个

窗户缝窗户缝，，我们看到了一个美我们看到了一个美

好的前景好的前景。”。”

正是抓住了一个又一个正是抓住了一个又一个

窗户缝窗户缝，，并且努力自主研并且努力自主研

发发，，华域视觉才成长为中国华域视觉才成长为中国

最大的汽车灯具及视觉产品最大的汽车灯具及视觉产品

供应商供应商。。如今如今，，华域视觉正华域视觉正

在向着成为全球一流车灯公在向着成为全球一流车灯公

司迈进司迈进。。

攒分聚惠有攻略

粉丝可轻松入会

2020 TCR China株洲站收官

名爵战队夺车队冠军、车型杯冠军

20202020 TCR ChinaTCR China 近近

日在株洲国际赛车场拉开日在株洲国际赛车场拉开

战幕战幕，，独具百年赛道基因独具百年赛道基因

的名爵的名爵 MG XPOWERMG XPOWER 车车

队表现神勇队表现神勇，，斩获车队冠斩获车队冠

军军、、车型杯冠军两个极具车型杯冠军两个极具

分量的奖杯分量的奖杯，，更有更有11亚亚、、44

季成绩入账季成绩入账，，可以说是株可以说是株

洲站的洲站的““爵爵””对赢家对赢家。。

此次名爵参赛的此次名爵参赛的 20202020

款名爵款名爵66 XPOWER TCRXPOWER TCR

基于基于““超战力轿跑超战力轿跑””第三第三

代名爵代名爵 66 打造打造，，从外观到从外观到

动力性能均实现战力升级动力性能均实现战力升级。。

作为今年首个顶级大作为今年首个顶级大

型赛车比赛型赛车比赛，，20202020 TCRTCR

ChinaChina 吸引了国内外超多吸引了国内外超多

赛车强队赛车强队。。株洲站的赛况株洲站的赛况

相当激烈相当激烈，，在第一节排位在第一节排位

赛上赛上，，名爵车队车手艾明名爵车队车手艾明

达带队冲锋达带队冲锋，，斩获全场第斩获全场第

二二；；第二节排位赛第二节排位赛，，名爵名爵

车队继续车队继续““狂刷狂刷””赛道赛道，，

包揽第包揽第 22、、33、、44 名名，，为株为株

洲站排位赛完美收官洲站排位赛完美收官，，也也

为决赛拿下更有利的出场为决赛拿下更有利的出场

顺位顺位，，助攻车队赢得佳绩助攻车队赢得佳绩。。

此次比赛是此次比赛是20202020款名款名

爵爵66 XPOWER TCRXPOWER TCR的首的首

战赛道战赛道，，如此生猛首秀可如此生猛首秀可

见其强悍实力以及量产车见其强悍实力以及量产车

名爵名爵 66 的好底子的好底子。。去年去年 1111

月月 ，， 名 爵名 爵 66 XPOWERXPOWER

TCRTCR分别代表中国和英国分别代表中国和英国

国家队参加国家队参加20192019国际汽联国际汽联

赛车运动大会并取得第四赛车运动大会并取得第四

名名。。如今焕新升级如今焕新升级，，表现表现

惊艳惊艳，，更显名爵更显名爵 66 代代领代代领

潮的动力性能与竞速魅潮的动力性能与竞速魅

力力。。 （王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