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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走一线 精准解难题

用户口碑是销量基础

上汽通用五菱全国用户交流活动开启

本报记者 严瑶

“‘“‘人民需要什么人民需要什么，，

五菱就造什么五菱就造什么’’一直是我一直是我

们企业的们企业的‘‘指路标指路标’。”’。”88

月月 1616 日日，“，“醉美醉美··夜郑夜郑

州州··约惠上汽约惠上汽””落下帷落下帷

幕幕。。在短短几天的购车嘉在短短几天的购车嘉

年华活动中年华活动中，，上汽通用五上汽通用五

菱展台吸引了近菱展台吸引了近33万名消万名消

费者费者。“。“这几天里这几天里，，我们我们

收获了超过收获了超过100100名意向客名意向客

户户，，还有不少人更是当场还有不少人更是当场

下了订单下了订单。”。”上汽通用五上汽通用五

菱相关人员表示菱相关人员表示。。

嘉年华场内嘉年华场内，，人气爆人气爆

棚棚。。场外场外，，一场名为一场名为““诚诚

意服务意服务，，用心倾听用心倾听””的上的上

汽通用五菱全国用户交流汽通用五菱全国用户交流

活动悄然开启活动悄然开启。。

““车主是上汽通用五车主是上汽通用五

菱最宝贵的财富菱最宝贵的财富。”。”在上在上

汽通用五菱副总经理汽通用五菱副总经理、、销销

售公司总经理薛海涛看售公司总经理薛海涛看

来来，，车主的口碑就是公司车主的口碑就是公司

销量的基础销量的基础。。随着汽车市随着汽车市

场的日趋饱和与新品牌的场的日趋饱和与新品牌的

不断进入不断进入，，汽车市场汽车市场““淘淘

汰赛汰赛””迅速上演迅速上演。。

如何在这场如何在这场““淘汰淘汰

赛赛””中存活下来中存活下来？“？“答案答案

就 是 服 务 好 我 们 的 车就 是 服 务 好 我 们 的 车

主主。”。”薛海涛表示薛海涛表示，，想车想车

主之所想主之所想，，及时响应并解及时响应并解

决车主的用车问题和用车决车主的用车问题和用车

痛点痛点；；在做好车主口碑维在做好车主口碑维

系的同时系的同时，，利用利用““老带老带

新新””和和““老换新老换新””来提升来提升

销量销量，，扩大市场占有率扩大市场占有率。。

““今年今年 88--99 月月，，我们我们

将连续开展将连续开展 1212 场用户服场用户服

务活动来扩大声势务活动来扩大声势，，提提

高用户服务满意度高用户服务满意度。”。”郑郑

州五菱宝骏总经理李炜州五菱宝骏总经理李炜

说说，，作为经销商作为经销商，，他们他们

将通过提高售后服务人将通过提高售后服务人

员的技能和业务员的技能和业务，，强化强化

实战演练实战演练，，不断提高用不断提高用

户服务质量户服务质量。。

据悉据悉，，此次郑州市场此次郑州市场

倾听会上倾听会上，，上汽通用五菱上汽通用五菱

邀请了购买五菱邀请了购买五菱、、宝骏品宝骏品

牌汽车的牌汽车的 1212 名车主名车主，，进进

行面对面的沟通交流行面对面的沟通交流。。厂厂

家和经销商针对不同车型家和经销商针对不同车型

用户的反馈意见用户的反馈意见，，对问题对问题

进行采集并解答进行采集并解答，，解决用解决用

户的实际需求户的实际需求，，为车主排为车主排

忧解难忧解难。“。“郑州只是全国郑州只是全国

用户交流活动的首站用户交流活动的首站，，之之

后还会在全国多个区域开后还会在全国多个区域开

展这样的走访活动展这样的走访活动。”。”上上

汽通用五菱相关人员说汽通用五菱相关人员说。。

来自郑州弓马庄村的来自郑州弓马庄村的

巴培军是五菱车主群里的巴培军是五菱车主群里的

““名人名人”。”。他在他在 20042004 年购年购

入一辆五菱之光后入一辆五菱之光后，，凭借凭借

着五菱车多拉快跑着五菱车多拉快跑、、皮实皮实

耐用的特性耐用的特性，，把当时的屠把当时的屠

宰生意做得越来越红火宰生意做得越来越红火。。

此后此后，，巴培军介绍了超过巴培军介绍了超过

20002000 人购买五菱和宝骏人购买五菱和宝骏

品牌汽车品牌汽车，，这让弓马庄村这让弓马庄村

不仅成为远近闻名的不仅成为远近闻名的““五五

菱村菱村”，”，也成了方圆几里也成了方圆几里

最富裕的村庄最富裕的村庄。。

这一次这一次，，巴培军作为巴培军作为

用户代表用户代表，，出现在了上汽出现在了上汽

通用五菱倾听会上通用五菱倾听会上，，让企让企

业管理层们尤为重视业管理层们尤为重视。。他他

坐 上 一 辆 五 菱 宏 光坐 上 一 辆 五 菱 宏 光

MINI EVMINI EV，，这款这款““人民人民

的代步车的代步车””让他兴趣十让他兴趣十

足足，“，“回去后回去后，，我还要继我还要继

续向大伙儿推广五菱续向大伙儿推广五菱。”。”

““与用户交朋友与用户交朋友，，把把

车主当家人车主当家人。”。”最近以最近以

来来，，上汽通用五菱销售上汽通用五菱销售、、

质量质量、、售后等部门负责人售后等部门负责人

纷纷深入到全国多个销售纷纷深入到全国多个销售

网点网点，，和用户零距离交和用户零距离交

流流，，倾听并收集新老用户倾听并收集新老用户

的意见与建议的意见与建议，，并通过后并通过后

续一系列的线下活动强化续一系列的线下活动强化

品牌和用户之间的链接品牌和用户之间的链接。。

““对于五菱来讲对于五菱来讲，，我我

们更加关注的是消费者的们更加关注的是消费者的

需求在哪里需求在哪里，，需要整合什需要整合什

么样的技术才能够实现消么样的技术才能够实现消

费者的需求费者的需求，，所以我们希所以我们希

望能够把这个理念灌输到望能够把这个理念灌输到

整个产业链中整个产业链中，，而不仅仅而不仅仅

是用工程师的语言是用工程师的语言。”。”薛薛

海涛说海涛说。。

为了更进一步拉近广为了更进一步拉近广

大大““五菱人五菱人””之间的距之间的距

离离，，上汽通用五菱还通过上汽通用五菱还通过

组织多场用户团建活动组织多场用户团建活动，，

引导用户多角度体验用车引导用户多角度体验用车

生活生活，，深耕国内市场深耕国内市场。。

股东双方将全力支持上汽通用和泛亚可持续发展

打造智慧出行“新引擎”
本报记者 张渊源

88 月月 1919 日晚日晚，，通用汽车通用汽车

科技展望日拉开帷幕科技展望日拉开帷幕，，向公向公

众展示其在电气化众展示其在电气化、、智能网智能网

联方面的技术领先优势联方面的技术领先优势。。上上

汽集团董事长陈虹与远在大汽集团董事长陈虹与远在大

洋彼岸的通用汽车董事长兼洋彼岸的通用汽车董事长兼

CEOCEO 玛丽玛丽··博拉远程连线博拉远程连线，，

双方围绕智慧出行双方围绕智慧出行，，共同探共同探

讨未来合作讨未来合作。。

近年来近年来，，通用汽车在电通用汽车在电

气化气化、、智能网联等技术领域智能网联等技术领域

不断发力不断发力，，以创新为驱动以创新为驱动

力力，，打造安全打造安全、、高效高效、、互联互联

的产品与服务的产品与服务。。第三代全球第三代全球

电动车平台电动车平台、、全新全新UltiumUltium电电

池技术以及池技术以及 Super CruiseSuper Cruise 超超

级智能驾驶系统等让车主感级智能驾驶系统等让车主感

受到新能源与前瞻科技带来受到新能源与前瞻科技带来

的全新驾驶体验的全新驾驶体验，，在北美地在北美地

区广受好评区广受好评。。今后今后，，这些先这些先

进科技都将落地中国进科技都将落地中国，，支持支持

上汽通用汽车可持续发展上汽通用汽车可持续发展。。

此次连线此次连线，，体现了股东体现了股东

双方对支持合资企业可持续双方对支持合资企业可持续

发展的信心和决心发展的信心和决心。。多年多年

来来，，股东双方与合资企业的股东双方与合资企业的

管理团队管理团队，，以及广大中外员以及广大中外员

工相互尊重工相互尊重、、坦诚交流坦诚交流，，共共

担风雨担风雨、、共享喜悦共享喜悦，，共同谱共同谱

写了中美经贸合作的一篇乐写了中美经贸合作的一篇乐

章章。。上汽通用从上汽通用从19971997在上海在上海

金桥打下第一根桩开始金桥打下第一根桩开始，，到到

产销量突破产销量突破20002000万辆万辆，，仅仅仅仅

用了用了2323年时间年时间，，创造了业界创造了业界

瞩目的瞩目的““上汽通用速度上汽通用速度”。”。

双方合资的上汽通用汽双方合资的上汽通用汽

车与泛亚技术中心在电动车与泛亚技术中心在电动

化化、、智能网联化等方面持续智能网联化等方面持续

加强本土能力建设加强本土能力建设，，并深度并深度

参与了全球参与了全球UltiumUltium电池系统电池系统

的底层架构和控制系统设计的底层架构和控制系统设计

开发开发。。别克微蓝别克微蓝 77、、雪佛兰雪佛兰

畅巡等纯电动车在今年相继畅巡等纯电动车在今年相继

上市上市；；被公司誉为被公司誉为““第二引第二引

擎擎””的车联网系统也已广泛的车联网系统也已广泛

搭载于别克搭载于别克、、雪佛兰雪佛兰、、凯迪凯迪

拉克三大品牌车型上拉克三大品牌车型上。。

据悉据悉，，未来未来 55 年年，，上汽上汽

通用汽车推出的新车型中通用汽车推出的新车型中，，

将 有将 有 4040%% 以 上 为 新 能 源 车以 上 为 新 能 源 车

型型。。20252025年前年前，，上汽通用汽上汽通用汽

车将推出车将推出 99 款新能源车型款新能源车型，，

覆盖三大品牌以及主流车身覆盖三大品牌以及主流车身

型式型式。。Super CruiseSuper Cruise 超级智超级智

能驾驶系统将完成对凯迪拉能驾驶系统将完成对凯迪拉

克品牌车型的全系覆盖克品牌车型的全系覆盖，，并并

逐渐应用于别克和雪佛兰品逐渐应用于别克和雪佛兰品

牌车型牌车型。。同时同时，，上汽通用汽上汽通用汽

车首款搭载车首款搭载VV22XX车联万物技车联万物技

术的别克术的别克GLGL88也将于年内上也将于年内上

市市。。自自 20222022 年起年起，，55GG 功能功能

将搭载于凯迪拉克品牌全系将搭载于凯迪拉克品牌全系

车型以及别克和雪佛兰品牌车型以及别克和雪佛兰品牌

旗下多数车型旗下多数车型，，车辆能通过车辆能通过

OTAOTA远程升级不断丰富车联远程升级不断丰富车联

网服务网服务。。

全新Ultium电池系统和第三代全球电动车平台

上汽名列2020上海企业百强榜第一
88 月月 1818 日日，，上海市企业上海市企业

联合会联合会、、上海市企业家协上海市企业家协

会会、、上海市经济团体联合上海市经济团体联合

会会、、解放日报社联合发布了解放日报社联合发布了

20202020 上海企业上海企业 100100 强榜单强榜单。。

在在 20202020 上海企业上海企业 100100 强榜单强榜单

中中，，上汽集团继续保持第一上汽集团继续保持第一

名名。。同时同时，，上汽集团还位列上汽集团还位列

20202020 上海制造业企业上海制造业企业 100100 强强

榜单第一名榜单第一名。。

上海企业上海企业 100100 强榜单以强榜单以

上一年度企业营收为衡量尺上一年度企业营收为衡量尺

度度。。数据显示数据显示，，20192019年上海年上海

100100 强企业的营业收入创纪强企业的营业收入创纪

录地达到录地达到 7732977329 亿元亿元，，同比同比

增长增长 99..6464%%。。其中其中，，2222 家企家企

业的营业收入超过业的营业收入超过10001000亿元亿元

（（民营企业民营企业 44 家家），），是百强企是百强企

业排行榜发布以来业排行榜发布以来，，营业收营业收

入超千亿企业数量最多的一入超千亿企业数量最多的一

次次。。今年今年，，上海还有上海还有 99 家企家企

业跻身世界业跻身世界 500500 强强，，上汽集上汽集

团位居世界团位居世界500500强第强第5252位位。。

20202020 上海上海 100100 强企业在强企业在

20192019年全年的净利润合计为年全年的净利润合计为

51325132..66 亿 元亿 元 ，， 同 比 增 长同 比 增 长

1212..5151%%，，百强企业的资产总百强企业的资产总

额和研发投入都比去年有较额和研发投入都比去年有较

大幅度增长大幅度增长。。从统计数据来从统计数据来

看看，，20202020 上海上海 100100 强企业的强企业的

资产资产、、劳动效率持续改善劳动效率持续改善，，

发展质量继续向好发展质量继续向好。。

在在 20202020 上海企业上海企业 100100 强强

榜单中榜单中，，上汽集团以上汽集团以20192019年年

84338433..2424亿元的营业收入继续亿元的营业收入继续

占据第一名的位置占据第一名的位置。。中国宝中国宝

武和交通银行分列第二武和交通银行分列第二、、第第

三名三名，，其其20192019年营业收入分年营业收入分

别为别为 55225522..0606 亿元和亿元和 45984598..8686

亿元亿元。。 （宗何）

打造城市早餐风景线

上汽大通MAXUS首批早餐车交付
88 月月 1818 日日 ，， 上 汽 大 通上 汽 大 通

MAXUSMAXUS 在上海第一八佰伴在上海第一八佰伴

向百联集团交付首批上汽大向百联集团交付首批上汽大

通通 MAXUSMAXUS 早餐车早餐车，，为百联为百联

集团旗下集团旗下““逸小兔逸小兔””便利早便利早

餐店提供专业的多功能流动餐店提供专业的多功能流动

餐车新选择餐车新选择。。

为了让上海市民享用丰为了让上海市民享用丰

富多元富多元、、便捷实惠的早餐便捷实惠的早餐，，

上海市政府于近日出台了上海市政府于近日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推进我市早餐工关于进一步推进我市早餐工

程建设的意见程建设的意见》，》，明确支持各明确支持各

种创新早餐供应方式种创新早餐供应方式，，搭建搭建

早餐品种共享平台早餐品种共享平台。。上汽大上汽大

通通 MAXUSMAXUS 将在保证产品质将在保证产品质

量的同时量的同时，，加快速度完成餐加快速度完成餐

车交付车交付，，为向上海市民提供为向上海市民提供

更便捷更便捷、、更丰富更丰富、、更健康的更健康的

早餐创造条件早餐创造条件。。

面对激增的早餐车需面对激增的早餐车需

求求，，上汽大通上汽大通 MAXUSMAXUS 利用利用

CC22BB 大规模智能定制模式大规模智能定制模式，，

以以 RVRV9090 CC 型 房 车型 房 车 、、

RVRV9090 BB型房车为原型型房车为原型，，开开

发全面符合早餐车功能需求发全面符合早餐车功能需求

的产品的产品，，展现了其多场景使展现了其多场景使

用性用性。。RVRV9090 CC型房车外观型房车外观

时尚大气时尚大气，，并且内部空间并且内部空间

大大、、利用率高利用率高，，内饰布局合内饰布局合

理理；；车身配备高容量的电池车身配备高容量的电池

系统系统，，可满足户外可满足户外 22--55 天用天用

电需求电需求。。而而RVRV9090 BB型房车型房车

外观新颖外观新颖，，驾驶操作便捷驾驶操作便捷，，

经过专业调校后能轻松胜任经过专业调校后能轻松胜任

多种路况环境多种路况环境，，通过性表现通过性表现

优 秀优 秀 。。 此 外此 外 ，， 上 汽 大 通上 汽 大 通

MAXUSMAXUS 全新打造的早餐车全新打造的早餐车

支持外接电源支持外接电源、、消毒杀菌功消毒杀菌功

能能，，并设计了上下水并设计了上下水、、分类分类

垃圾存储等功能垃圾存储等功能，，同时配备同时配备

自提柜自提柜，，将提供线上点单将提供线上点单、、

线下取餐的线下取餐的““网订柜取网订柜取””最最

新服务方式新服务方式。。

截 至 目 前截 至 目 前 ，， 上 汽 大 通上 汽 大 通

MAXUSMAXUS早餐车已斩获早餐车已斩获100100多多

个大客户订单个大客户订单，，他们分别来他们分别来

自上海百联自上海百联、、光明光明、、盒马盒马、、

巴比巴比、、粮全其美等多个企粮全其美等多个企

业业，，并可根据每家客户的不并可根据每家客户的不

同餐食经营需求同餐食经营需求，，量身定制量身定制

相应的餐车相应的餐车，，88 月月 1818 日起开日起开

始陆续交付始陆续交付，，直至直至 99 月交付月交付

完毕完毕。。届时届时，“，“流动餐车流动餐车++早早

餐服务餐服务””方式将为餐车运营方式将为餐车运营

者带来全新的运营模式者带来全新的运营模式，，有有

效降低运营成本效降低运营成本。。 （杨燕）

近距离“菱”听心声

加强与用户的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