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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赢得了
2000万车主信赖？
记“上汽通用速度”的背后

本报记者 张渊源

88月月1212日日，，随着一辆别克随着一辆别克

GLGL88艾维亚驶下生产线艾维亚驶下生产线，，上汽上汽

通用汽车迎来了累计产销突破通用汽车迎来了累计产销突破

20002000万辆的历史时刻万辆的历史时刻。。

““2323 年年，，20002000 万辆万辆。”。”数数

字的背后字的背后，，蕴含着蕴含着 2323 年来无年来无

数上汽通用员工的心血数上汽通用员工的心血、、无数无数

的图纸和思考的图纸和思考、、无数次的成功无数次的成功

与挫折与挫折，，代表着上汽通用汽车代表着上汽通用汽车

聚焦用户需求的创新和探索聚焦用户需求的创新和探索。。

上汽通用基于全球领先的智造上汽通用基于全球领先的智造

体系打造卓越产品品质体系打造卓越产品品质，，以创以创

新 的 产 品 和 服 务新 的 产 品 和 服 务 ，， 赢 得 了赢 得 了

20002000万消费者的信赖与选择万消费者的信赖与选择。。

从从19981998年年1212月月1717日第一日第一

辆别克新世纪轿车下线辆别克新世纪轿车下线，，到到

20062006 年年 11 月产销突破月产销突破 100100 万万

辆辆；；从从20142014年年1212月第月第10001000万万

辆交付车主辆交付车主，，再到如今产销突再到如今产销突

破破 20002000 万辆万辆，，一共只用了不一共只用了不

到到 2222 年的时间年的时间。。如果从如果从 19971997

在上海金桥打下第一根桩开在上海金桥打下第一根桩开

始始，，上汽通用汽车也仅仅用了上汽通用汽车也仅仅用了

2323 年的时间年的时间，，就赢得了就赢得了 20002000

万用户的信赖万用户的信赖。。相比相比““20002000

万 辆万 辆 ”” 阵 营 中 的阵 营 中 的 ““ 南 北 大南 北 大

众众”，”，上汽通用汽车无疑再次上汽通用汽车无疑再次

刷新了纪录刷新了纪录，，创造了业界瞩目创造了业界瞩目

的的““上汽通用速度上汽通用速度”。”。

““20002000 万辆万辆””不仅是数字不仅是数字

上的超越上的超越，，更是上汽通用汽车更是上汽通用汽车

持续锻造的持续锻造的，，覆盖产能布局覆盖产能布局、、

产品研发产品研发、、采购制造采购制造、、质量保质量保

障障、、科技创新科技创新、、营销服务等全营销服务等全

业务链的差异化体系竞争力的业务链的差异化体系竞争力的

集中体现集中体现。。

成立成立 2323 年来年来，，上汽通用上汽通用

汽车始终坚持汽车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以客户为中

心心、、以市场为导向以市场为导向”，”，推出推出

““多品牌多品牌、、全系列全系列””的产品战的产品战

略略，，不仅满足了消费者的多样不仅满足了消费者的多样

化化、、个性化需求个性化需求，，更实现了企更实现了企

业的快速发展业的快速发展。。如今如今，，上汽通上汽通

用汽车拥有别克用汽车拥有别克、、雪佛兰雪佛兰、、凯凯

迪拉克三大品牌迪拉克三大品牌，，二十多个系二十多个系

列的产品阵容列的产品阵容，，覆盖了从高端覆盖了从高端

豪华车到经济型轿车各梯度市豪华车到经济型轿车各梯度市

场场，，以及以及 MPVMPV、、SUVSUV、、混合混合

动力和电动车等细分市场动力和电动车等细分市场。。

此外此外，，上汽通用始终坚持上汽通用始终坚持

创新整合全球优势资源创新整合全球优势资源，，在立在立

足本土的基础上足本土的基础上，，积极拓展海积极拓展海

外市场外市场，，通过参与国际市场竞通过参与国际市场竞

争持续提升全业务链的体系能争持续提升全业务链的体系能

力力。。

自自 20012001 年首开国内中高年首开国内中高

档汽车出口的先河以来档汽车出口的先河以来，，上汽上汽

通用汽车在整车通用汽车在整车、、驱动系统和驱动系统和

汽车散件的出口业务上不断超汽车散件的出口业务上不断超

越越，，产品已远销美洲产品已远销美洲、、欧洲欧洲、、

非洲非洲、、亚洲的多个市场亚洲的多个市场。。20102010

年年，，雪佛兰赛欧批量出口智雪佛兰赛欧批量出口智

利利、、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印度等国印度等国，，

成就了上汽通用自主研发的国成就了上汽通用自主研发的国

际品牌汽车走出国门际品牌汽车走出国门；；20162016

年年，，别克昂科威出口北美市别克昂科威出口北美市

场场，，实现了中国制造的中级实现了中国制造的中级

SUVSUV 进军发达市场的突破进军发达市场的突破；；

20172017年年，，雪佛兰赛欧雪佛兰赛欧33及雪佛及雪佛

兰科沃兹出口墨西哥及中美洲兰科沃兹出口墨西哥及中美洲

加勒比海地区加勒比海地区，“，“中国智造中国智造””

再拓海外版图再拓海外版图；；20202020 年年 44 月月，，

雪佛兰探界者出口乌兹别克斯雪佛兰探界者出口乌兹别克斯

坦坦，，开启了对开启了对““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国国

家的征程家的征程。。这些里程碑记录着这些里程碑记录着

上汽通用汽车拓展海外市场的上汽通用汽车拓展海外市场的

坚实步伐坚实步伐，，见证了见证了““中国智中国智

造造””走向全球的不凡历程走向全球的不凡历程。。

““2323年年，，20002000万辆万辆。”。”上上

汽通用汽车不仅赢得了众多消汽通用汽车不仅赢得了众多消

费者的喜爱费者的喜爱，，也为中国汽车工也为中国汽车工

业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业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上汽通上汽通

用汽车覆盖产能布局用汽车覆盖产能布局、、产品研产品研

发发、、采购制造采购制造、、质量保障质量保障、、科科

技创新技创新、、营销服务等全业务链营销服务等全业务链

体系的竞争力体系的竞争力，，才是让其迅速才是让其迅速

发展的竞争力发展的竞争力。。

作为国内最大的中美合资作为国内最大的中美合资

企业企业，，上汽通用汽车依托母公上汽通用汽车依托母公

司双方的支持司双方的支持，，创新整合国内创新整合国内

外优势资源外优势资源，，持续提升差异化持续提升差异化

体系竞争力体系竞争力。。目前目前，，上汽通用上汽通用

汽车已经拥有包括浦东金桥汽车已经拥有包括浦东金桥、、

烟台东岳烟台东岳、、沈阳北盛和武汉分沈阳北盛和武汉分

公司四大生产基地公司四大生产基地，，共计共计99个个

整车生产厂整车生产厂、、44个动力总成厂个动力总成厂

的全国布局的全国布局。。其中其中，，金桥凯迪金桥凯迪

拉克工厂和武汉二期工厂是目拉克工厂和武汉二期工厂是目

前中国智能化程度最高前中国智能化程度最高、、质量质量

管控等级最高的全以太智能工管控等级最高的全以太智能工

厂厂，，东岳北厂制造的别克昂科东岳北厂制造的别克昂科

威荣获了威荣获了 J.D.PowerJ.D.Power 美国新车美国新车

质量研究质量研究 （（IQSIQS）） 工厂质量最工厂质量最

高奖白金奖高奖白金奖。。

值得一提的是值得一提的是，，上汽通用上汽通用

汽车成立伊始就立下了自主开汽车成立伊始就立下了自主开

发的雄心发的雄心，，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泛亚汽车技术中心

与上汽通用汽车同时成立与上汽通用汽车同时成立，，是是

国内第一家获颁国内第一家获颁““国家认定企国家认定企

业技术中心业技术中心””的合资汽车设计的合资汽车设计

开发中心开发中心。。目前目前，，一支一支 30003000

余人的高能人才队伍正推动着余人的高能人才队伍正推动着

企业研发能力的快速发展企业研发能力的快速发展，，在在

国内率先形成了完整意义上的国内率先形成了完整意义上的

整车与动力总成开发能力整车与动力总成开发能力，，培培

养出国内优秀的研发人才养出国内优秀的研发人才，，并并

在新能源和车联网等前瞻技术在新能源和车联网等前瞻技术

开发领域不断创新突破开发领域不断创新突破。。可以可以

说说，，泛亚技术中心已在国际开泛亚技术中心已在国际开

发合作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发合作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

色色，，实现了从实现了从““在中国制造在中国制造””

到到““为中国制造为中国制造”，”，再到再到““研研

发在中国发在中国””的全面蜕变的全面蜕变。。

从开创从开创““1010 万元家轿万元家轿””

的别克赛欧的别克赛欧，，到到““无后驱不豪无后驱不豪

华华””的凯迪拉克的凯迪拉克 CTCT55，，上汽上汽

通用汽车的产品营销一直是中通用汽车的产品营销一直是中

国汽车行业企业教科书般的存国汽车行业企业教科书般的存

在在。。今年疫情期间今年疫情期间，，汽车消费汽车消费

和用车和用车、、养车方式发生了变养车方式发生了变

化化，，上汽通用汽车随之迅速开上汽通用汽车随之迅速开

拓出了新的营销思路拓出了新的营销思路。。近期近期，，

三大品牌的多款重磅新车上市三大品牌的多款重磅新车上市

均采用了均采用了““云发布云发布””形式形式，，超超

过过 40004000 万人实时观看了新车万人实时观看了新车

““云上市云上市”。”。同时同时，，上汽通用汽上汽通用汽

车各品牌直播间还邀请人气明车各品牌直播间还邀请人气明

星和星和 KOLKOL 做客做客，，同时充分整同时充分整

合线上资源合线上资源，，为消费者提供全为消费者提供全

维度体验维度体验。。

近年来近年来，，中国汽车市场正中国汽车市场正

从增量市场变为存量市场从增量市场变为存量市场，，各各

车企的搏杀进入了白热化状车企的搏杀进入了白热化状

态态。。谁能把握住汽车行业发展谁能把握住汽车行业发展

趋势趋势，，提供消费者喜爱的产提供消费者喜爱的产

品品，，谁就能在变革中屹立不谁就能在变革中屹立不

倒倒。。上汽集团是国内最早提出上汽集团是国内最早提出

““新四化新四化””发展趋势的汽车集发展趋势的汽车集

团团，，上汽通用汽车在上汽通用汽车在““电动电动

化化、、网联化网联化、、智能化智能化、、共享共享

化化””方面也走在了行业的前方面也走在了行业的前

列列。。

在电动化方面在电动化方面，，上汽通用上汽通用

汽车计划从汽车计划从 20202020 年起至年起至 20252025

年推出年推出 99 款以上新能源车型款以上新能源车型。。

今年以来今年以来，，上汽通用汽车已相上汽通用汽车已相

继推出雪佛兰畅巡纯电城际轿继推出雪佛兰畅巡纯电城际轿

跑跑、、别克英朗和雪佛兰沃兰多别克英朗和雪佛兰沃兰多

4848VV轻混车型轻混车型，，以及别克微蓝以及别克微蓝

66 插电式混动车和别克微蓝插电式混动车和别克微蓝 77

纯电动纯电动 SUVSUV 等多款新能源车等多款新能源车

型型，，实现了对实现了对 4848VV 轻混动轻混动、、

HEVHEV全混动全混动、、PHEVPHEV插电式混插电式混

动和纯电动等多样化新能源技动和纯电动等多样化新能源技

术型谱术型谱，，以及轿车以及轿车、、SUVSUV、、跨跨

界车等主流车身形式的全面覆界车等主流车身形式的全面覆

盖盖。。

在智能网联方面在智能网联方面，，上汽通上汽通

用汽车是国内最早开创车载信用汽车是国内最早开创车载信

息服务与车联网应用的企业息服务与车联网应用的企业，，

早在早在 20092009 年就引入了年就引入了 OnStarOnStar

全时在线助理全时在线助理，，围绕车载通围绕车载通

信信、、车载娱乐车载娱乐、、人机交互人机交互、、智智

能驾驶以及系统安全等功能能驾驶以及系统安全等功能，，

帮助车主更方便地进行人机对帮助车主更方便地进行人机对

话话。。

现在现在，，智能网联已经被上智能网联已经被上

汽通用汽车确立为企业的汽通用汽车确立为企业的““第第

二引擎二引擎”。”。今年今年 77 月月，，两款搭两款搭

载载 Super CruiseSuper Cruise 超级智能驾超级智能驾

驶系统的凯迪拉克驶系统的凯迪拉克CTCT66 2828TT

车型在国内上市车型在国内上市。。凭借独创的凭借独创的

驾驶员注意力保持系统和厘米驾驶员注意力保持系统和厘米

级高精度地图数据系统两大核级高精度地图数据系统两大核

心技术心技术，，该车为驾驶者带来安该车为驾驶者带来安

全全、、轻松轻松、、智能的崭新驾乘体智能的崭新驾乘体

验验。。44月月，，别克品牌推出的全别克品牌推出的全

新一代新一代GLGL88 AvenirAvenir艾维亚搭艾维亚搭

载了全新的载了全新的 eConnecteConnect 智能互智能互

联科技联科技，，通过智能语音交互通过智能语音交互、、

动态效果显示动态效果显示、、触屏操控等技触屏操控等技

术术，，创新打造了多屏互联创新打造了多屏互联、、多多

维交互的一体化智能座舱维交互的一体化智能座舱。。

在共享业务方面在共享业务方面，，上汽通上汽通

用汽车的探索也从未止步用汽车的探索也从未止步。。

““时行时行””新能源车分时共享项新能源车分时共享项

目自目自 20172017 年正式上线至今年正式上线至今，，

共享时长累计达共享时长累计达 6060 万小时万小时，，

共享行驶里程累计已达到共享行驶里程累计已达到550550

万公里万公里。。

去年去年，，别克品牌还与环球别克品牌还与环球

车享车享 EVCARDEVCARD 强强携手强强携手，，共共

同开拓共享出行的大市场同开拓共享出行的大市场。。目目

前前，，该项目已在上海该项目已在上海、、武汉武汉、、

苏州苏州、、宁波宁波、、广州广州、、重庆重庆、、成成

都等城市运营都等城市运营，，累计用户数达累计用户数达

1313万人万人、、共享时长达共享时长达555555万小万小

时时。。

““2323 年年，，20002000 万辆万辆。”。”上上

汽通用汽车用无数的汽通用汽车用无数的““第一第一””

为中国汽车工业做出了突出贡为中国汽车工业做出了突出贡

献献。。20002000 万辆既是上汽通用万辆既是上汽通用

汽车的重要里程碑汽车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企业也是企业

走向未来的新起点走向未来的新起点。。

今后今后，，上汽通用汽车将以上汽通用汽车将以

产品技术和业务模式的产品技术和业务模式的““双创双创

新新””为突破口为突破口，，为用户提供更为用户提供更

丰富多元的新技术丰富多元的新技术、、新产品和新产品和

新体验新体验。。

上汽通用速度

全业务链体系竞争力

行业先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