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7 月月 3030 日日，，上汽依维柯上汽依维柯

红岩商用车有限公司红岩商用车有限公司 （（以下以下

简称简称““上汽红岩上汽红岩”）”） 首批自首批自

卸车如期交付乌兹别克斯坦卸车如期交付乌兹别克斯坦

客户客户，，客户对上汽红岩的工客户对上汽红岩的工

作效率作效率、、诚信品质诚信品质、、应急和应急和

应变能力等连连称赞应变能力等连连称赞。。

回顾整个交付过程回顾整个交付过程，，几几

经波折经波折。。77月初月初，，上汽红岩与上汽红岩与

乌兹别克斯坦领先工程建设乌兹别克斯坦领先工程建设

综合服务商综合服务商，，以及乌兹别克以及乌兹别克

斯坦规模最大斯坦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实力最强的

重卡经销商经多次谈判后达重卡经销商经多次谈判后达

成三方合作关系成三方合作关系，，该客户随该客户随

即签订了一批自卸车现车的即签订了一批自卸车现车的

订单订单。。但上汽红岩却同时面但上汽红岩却同时面

临着疫情和乌兹别克斯坦进临着疫情和乌兹别克斯坦进

口政策变化等不可控因素的口政策变化等不可控因素的

影响影响，，交车遇到了很大的阻交车遇到了很大的阻

力力。。在上汽红岩的各种努力在上汽红岩的各种努力

下下，，最终顺利完成此次交付最终顺利完成此次交付。。

针对客户因受疫情影响针对客户因受疫情影响

而无法到现场参观现车的问而无法到现场参观现车的问

题题，，上汽红岩果断将价格谈上汽红岩果断将价格谈

判判、、合同签订等流程全部转合同签订等流程全部转

至线上进行至线上进行，，并且对每辆车并且对每辆车

的内饰的内饰、、外观和配置等进行外观和配置等进行

了全方位的视频录制讲解了全方位的视频录制讲解

……上汽红岩通过细致入微……上汽红岩通过细致入微

的服务获得了乌兹别克斯坦的服务获得了乌兹别克斯坦

客户的信任客户的信任。。

在新疆地区通关时在新疆地区通关时，，正正

值新疆值新疆““疫情封城疫情封城””之际之际，，

上汽红岩团队通过采取提前上汽红岩团队通过采取提前

办理转关手续办理转关手续、、多次交车演多次交车演

练等相关应急措施后练等相关应急措施后，，最终最终

顺利过关顺利过关。。

乌兹别克斯坦于乌兹别克斯坦于88月月11日日

后针对进口商用车整车加收后针对进口商用车整车加收

报废税报废税，，届时每辆自卸车需届时每辆自卸车需

额 外 支 付 约额 外 支 付 约 1010..77 万 元 报 废万 元 报 废

税税，，这意味着上汽红岩必须这意味着上汽红岩必须

保证此批车辆于保证此批车辆于88月月11日前完日前完

成所有清关工作成所有清关工作，，以便给国以便给国

外合作伙伴留足清关时间外合作伙伴留足清关时间。。

为此为此，，上汽红岩团队未上汽红岩团队未

雨绸缪雨绸缪，，通过采取提前办理通过采取提前办理

临牌临牌、、灵活调度人员等相关灵活调度人员等相关

措施措施，，有效保障了交车渠道有效保障了交车渠道

的畅通的畅通，，最终在最终在 77 月月 3030 日乌日乌

兹别克斯坦海关下班前圆满兹别克斯坦海关下班前圆满

完成了此批完成了此批1818辆自卸车的清辆自卸车的清

关工作关工作。。

此次交付只是上汽红岩此次交付只是上汽红岩

海外市场拓展的一个缩影海外市场拓展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近年来，，上汽红岩乘着上汽红岩乘着““一一

带一路带一路””的东风的东风，，不断加速不断加速

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海外市场。。仅今年上半仅今年上半

年年，，上汽红岩就有军车批量上汽红岩就有军车批量

交付柬埔寨客户交付柬埔寨客户、、牵引车交牵引车交

付越南客户付越南客户、、自卸车交付非自卸车交付非

洲客户……特别是红岩自卸洲客户……特别是红岩自卸

车车，，不仅在国内被誉为不仅在国内被誉为““工工

程之王程之王”，”，在国外更凭着动力在国外更凭着动力

强劲强劲、、高承载性高承载性、、作业高作业高

效效、、安全可靠等产品特性受安全可靠等产品特性受

到了广大海外用户的高度认到了广大海外用户的高度认

可可。。 （宗何）

88 月月 2828 日日，，上汽集团上汽集团

20202020年工程建设项目招投年工程建设项目招投

标法规及实务培训在上汽标法规及实务培训在上汽

培训中心举行培训中心举行。。本次培训本次培训

由上汽集团规划部由上汽集团规划部、、华域华域

汽车规划发展部委托上汽汽车规划发展部委托上汽

集团培训中心和上海景诚集团培训中心和上海景诚

拍卖有限公司拍卖有限公司 （（上海汽车上海汽车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下属全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下属全

资子公司资子公司）） 举办举办，，特邀上特邀上

海市建筑建材业市场管理海市建筑建材业市场管理

总站相关领导总站相关领导、、专家为各专家为各

企业做专题培训企业做专题培训，，旨在帮旨在帮

助集团所属企业了解国家助集团所属企业了解国家

和上海市工程建设项目招和上海市工程建设项目招

投标相关政策投标相关政策，，规范企业规范企业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工作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工作，，

提高依法经营能力提高依法经营能力，，降低降低

企业运营成本企业运营成本。。

本次培训的上半场围本次培训的上半场围

绕上海市最新房屋建筑和绕上海市最新房屋建筑和

市政工程施工招标市政工程施工招标、、评标评标

办法展开办法展开。。培训老师就法培训老师就法

规修订背景规修订背景、、修改内容修改内容、、

几种常见的评标办法进行几种常见的评标办法进行

了分享了分享。。课堂采用模拟案课堂采用模拟案

例与学员们展开互动例与学员们展开互动，，用用

通俗易懂的方式让学员们通俗易懂的方式让学员们

了解到了新评标办法了解到了新评标办法。。下下

半场就招投标法规中的依半场就招投标法规中的依

法必须招标准项目的准确法必须招标准项目的准确

定义与招标活动中招标人定义与招标活动中招标人

的主体责任进行了宣讲的主体责任进行了宣讲。。

培训老师为企业梳理了培训老师为企业梳理了

““什么才是依法必须招标的什么才是依法必须招标的

工程建设项目工程建设项目”，”，避免企业避免企业

混淆项目类型及法规依混淆项目类型及法规依

据据，，合理开展招标工作合理开展招标工作。。

由于疫情原因由于疫情原因，，集团集团

在外地企业相关员工通过在外地企业相关员工通过

观看视频直播的方式参与观看视频直播的方式参与

了本次培训了本次培训。。 （宗何）

上汽红岩首批重卡上汽红岩首批重卡
成功交付乌兹别克斯坦成功交付乌兹别克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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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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促进““双循环双循环””发展发展

88 月月 2828 日日，，由上海市由上海市

交通委员会交通委员会、、上海市公安上海市公安

局交通警察总队局交通警察总队、、上海市上海市

交通工程学会联合主办的交通工程学会联合主办的

20202020中国中国 （（上海上海）） 道路交道路交

通安全论坛在上海市科学通安全论坛在上海市科学

会堂举行会堂举行。。

来自公安和交通相关来自公安和交通相关

政府部门政府部门、、重要企事业单重要企事业单

位位、、交通科研院所的领交通科研院所的领

导导、、专家专家、、科研人员等齐科研人员等齐

聚一堂聚一堂，，围绕围绕““后疫情时后疫情时

代交通安全出行探讨代交通安全出行探讨””的的

主题主题，，就如何保障公众交就如何保障公众交

通出行安全开展深入交通出行安全开展深入交

流流。。上汽集团旗下全球最上汽集团旗下全球最

大的电动汽车分时租赁品大的电动汽车分时租赁品

牌牌EVCARDEVCARD受邀与会受邀与会。。

作为国内共享汽车行作为国内共享汽车行

业的领先企业业的领先企业，，EVCARDEVCARD

上海公司副总经理荣耀现上海公司副总经理荣耀现

场发表了题为场发表了题为 《《后疫情时后疫情时

代代，，为城市装上绿色引为城市装上绿色引

擎擎》》 的主题演讲的主题演讲，，分享分享

EVCARDEVCARD在疫情下针对交在疫情下针对交

通安全出行所采取的举措通安全出行所采取的举措

与思考与思考。。

荣耀表示荣耀表示：“：“作为城市作为城市

交通出行的优化补充交通出行的优化补充，‘，‘电电

动汽车动汽车++分时租赁分时租赁’’的共的共

享模式集减少道路占用享模式集减少道路占用、、

节约停车资源节约停车资源、、改善城市改善城市

环境环境、、降低出行成本等优降低出行成本等优

势于一身势于一身，，已成为城市交已成为城市交

通未来的发展趋势之一通未来的发展趋势之一。”。”

目前目前，，EVCARDEVCARD已在已在

全国全国2222个省个省、、6565座城市展座城市展

开布局开布局，，投放车辆超过投放车辆超过 55

万辆万辆，，累计注册用户数达累计注册用户数达

850850多万人多万人。”。”

后疫情时代，
EVCARD为城市装上绿色引擎

博世华域武汉工厂
四期扩展项目签约

提高依法经营能力 降低企业运营成本

上汽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实务培训

车辆从制造到下线车辆从制造到下线，，需需

要经过高标准的制造工艺与要经过高标准的制造工艺与

全过程的下线检测考验全过程的下线检测考验。。

““上汽大众依据严苛的质量上汽大众依据严苛的质量

标准标准，，对每一辆交付用户的对每一辆交付用户的

整车进行整车进行100100%%检测检测。”。”上汽上汽

大众安亭汽车二厂现场质保大众安亭汽车二厂现场质保

负责人表示负责人表示。。

作为国民家轿作为国民家轿———朗逸—朗逸

家族的诞生地家族的诞生地，，上汽大众安上汽大众安

亭汽车二厂拥有高度自动化亭汽车二厂拥有高度自动化

生产流程与严苛检测体系生产流程与严苛检测体系，，

确保了上汽大众的高标准制确保了上汽大众的高标准制

造工艺造工艺，，以及全过程现场质以及全过程现场质

保理念的落实保理念的落实。。

上汽大众安亭汽车二厂上汽大众安亭汽车二厂

总装车间采用大众集团最先总装车间采用大众集团最先

进的标准化工艺布局进的标准化工艺布局。。

整个生产过程采用先进整个生产过程采用先进

的计算机控制系统的计算机控制系统，，能准确能准确

地控制和记录每辆车的生产地控制和记录每辆车的生产

过程过程、、关键零部件和工艺参关键零部件和工艺参

数数。。同时同时，，在线配置底盘合在线配置底盘合

装自动定位系统装自动定位系统、、自动涂胶自动涂胶

设备设备、、UPSUPS电器检测系统等电器检测系统等

多种先进设备多种先进设备，，使生产效率使生产效率

和产品质量得到充分保障和产品质量得到充分保障。。

值得一提的是值得一提的是，，自动化自动化

率达率达5050%%以上的底盘与车身以上的底盘与车身

合装线合装线，，所有底盘螺栓都采所有底盘螺栓都采

用高精度电动枪进行拧紧用高精度电动枪进行拧紧，，

拧紧轴拧紧轴、、托盘托盘、、车身孔位三车身孔位三

者的定位精度均在者的定位精度均在00..55mmmm以以

内内，，保证了自动拧紧匹配的保证了自动拧紧匹配的

成功率成功率。。高精度电动枪的拧高精度电动枪的拧

紧精度达紧精度达 00..0101NmNm，，可监控可监控

整个螺栓的拧紧过程整个螺栓的拧紧过程，，记录记录

拧紧全过程数据拧紧全过程数据，，保证螺栓保证螺栓

联接质量联接质量。。

此外此外，，上汽大众积极探上汽大众积极探

索数字化的质量控制方法索数字化的质量控制方法，，

对高精度电动枪拧紧螺栓的对高精度电动枪拧紧螺栓的

数据实现数据实现 100100%%的记录以及的记录以及

至少至少1515年的存档年的存档，，通过对各通过对各

拧紧点质量数据的深度挖拧紧点质量数据的深度挖

掘掘，，实现质量分析的快速响实现质量分析的快速响

应和对整车质量的精准控应和对整车质量的精准控

制制。。

经过高标准制造工艺组经过高标准制造工艺组

装完成的产品装完成的产品，，还需要由全还需要由全

过程的质保与检测体系进行过程的质保与检测体系进行

““双保险双保险”，”，确保质量无忧确保质量无忧。。

工厂现场质保构建了全过程工厂现场质保构建了全过程

的质量管理体系的质量管理体系，，覆盖从车覆盖从车

身到油漆身到油漆，，再到总装再到总装，，最后最后

交付用户的整车制造全过程交付用户的整车制造全过程

链质量管控要求链质量管控要求。。

工厂还拥有整车下线检工厂还拥有整车下线检

测设备测设备，，包括前束灯光检包括前束灯光检

测测、、制动转毂检测制动转毂检测、、模拟多模拟多

种坏路路段的整车路试种坏路路段的整车路试、、水水

压模拟雨淋检测等压模拟雨淋检测等。。道路试道路试

验在标准化路试场地进行验在标准化路试场地进行，，

车辆需通过车辆需通过1010种不同路面种不同路面，，

模拟用户可能遇到的路况模拟用户可能遇到的路况；；

在雨淋房里在雨淋房里，，雨淋检查喷头雨淋检查喷头

压力达压力达22barbar以上以上，，平均每平平均每平

方 米方 米 、、 每 分 钟 降 雨 量每 分 钟 降 雨 量 ≥≥
2525LL，，模拟用户可能遇到的模拟用户可能遇到的

极端自然环境极端自然环境，，检查整车密检查整车密

封性能封性能。。 （佳敏）

国民家轿是怎样炼成的国民家轿是怎样炼成的？？

88 月月 2020 日日，，博世华域博世华域

武汉工厂四期扩展项目签武汉工厂四期扩展项目签

约仪式在武汉市江夏区区约仪式在武汉市江夏区区

委会议中心举行委会议中心举行。。武汉工武汉工

厂将通过该项目继续推进厂将通过该项目继续推进

本地化研发能力建设本地化研发能力建设，，持持

续提升服务客户和响应客续提升服务客户和响应客

户的效率户的效率，，推进本地汽车推进本地汽车

业向智能化业向智能化、、互联化制造互联化制造

进程迈出新的一步进程迈出新的一步。。

现场现场，，作为签约方代作为签约方代

表的商务总经理邱琪表的商务总经理邱琪、、生生

产总经理产总经理 Dr.MarlianiDr.Marliani 分别分别

通过简短致辞通过简短致辞，，感谢江夏感谢江夏

区委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区政府的大力支

持持，，并表示并表示““我们将继续我们将继续

‘‘以匠心以匠心 致初心致初心’，’，充分充分

发挥研发技术发挥研发技术、、智能制造智能制造

和产品服务优势和产品服务优势，，推进本推进本

地乘用车智能转向新进地乘用车智能转向新进

程程”。”。

武汉工厂将继续加快武汉工厂将继续加快

研发研发、、生产生产、、人才发展的人才发展的

本地化进程本地化进程，，不断拓展智不断拓展智

能化电动转向系统各业务能化电动转向系统各业务

领域的研发工作领域的研发工作，，持续致持续致

力于提升转向系统软件开力于提升转向系统软件开

发发、、产品设计开发产品设计开发、、产品产品

试验以及整车系统匹配的试验以及整车系统匹配的

研发能力研发能力。。 （博华）

近距离体验上汽大众的制造工艺

兼顾生产效率与
产品质量

“双保险”保质量无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