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严瑶

““软件定义汽车软件定义汽车””正成为正成为

智能网联汽车的灵魂和企业智能网联汽车的灵魂和企业

差异化竞争的关键差异化竞争的关键。。

麦 肯 锡 的 研 究 数 据 显麦 肯 锡 的 研 究 数 据 显

示示，，20202020--20302030年年，，汽车软件汽车软件

市场的年复合增长率将达市场的年复合增长率将达

99%%，，规模达到规模达到 840840 亿美元亿美元；；

届时届时，，软件在一辆汽车中的软件在一辆汽车中的

占比将超过占比将超过 3030%%。。同时同时，，既既

懂汽车又懂软件的汽车软件懂汽车又懂软件的汽车软件

人才缺口预计将以每年大约人才缺口预计将以每年大约

2020%%的速度增长的速度增长。。

今年今年 22 月月，，国家发改委国家发改委、、

中央网信办中央网信办、、科技部科技部、、工业工业

和信息化部等和信息化部等1111部委联合印部委联合印

发了发了 《《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

略略》。《》。《战略战略》》 提出提出，，要要““推推

动汽车与信息通信动汽车与信息通信、、互联网互联网

等领域人才交流等领域人才交流，，加快培养加快培养

复合型专家和科技带头人复合型专家和科技带头人”，”，

这把汽车跨界人才培养提上这把汽车跨界人才培养提上

了产业战略的新高度了产业战略的新高度。。

如何应对汽车产业跨界如何应对汽车产业跨界

““新人才新人才””的巨大需求的巨大需求？“？“在在

数字化时代数字化时代，，传统制造业首传统制造业首

先要打破自身壁垒先要打破自身壁垒，，更大规更大规

模地与互联网相互融合模地与互联网相互融合。”。”上上

汽培训中心主任蒋建华说汽培训中心主任蒋建华说。。

近几年近几年，，上汽正在不断上汽正在不断

加快构建软件人才队伍加快构建软件人才队伍，，增增

强强““新四化新四化””领域的创新能领域的创新能

力力。。

凌晨凌晨 22∶∶4545，“，“上汽云学上汽云学

习习””APPAPP 后台收到一条长消后台收到一条长消

息息：：上汽大众学员发送了一上汽大众学员发送了一

套自主设计的用户运营模型套自主设计的用户运营模型。。

““腾讯的培训老师讲解了腾讯的培训老师讲解了

一套从互联网企业角度出发一套从互联网企业角度出发

设计的用户运营模型设计的用户运营模型，，但在但在

我看来我看来，，它并不完全适用于它并不完全适用于

汽车行业汽车行业。”。”今年今年44月底月底，，一一

名上汽大众学员在线上听完名上汽大众学员在线上听完

““上汽上汽--腾讯数字化人才培养腾讯数字化人才培养

项目项目””的第一期课程后的第一期课程后，，连连

夜提交了他的新用户模型夜提交了他的新用户模型。。

从单纯的知识分享到实从单纯的知识分享到实

践落地践落地，，只有只有““车企车企++互联网互联网

企业企业””的的““双打双打””模式才能模式才能

让行业发展得更快让行业发展得更快。“。“这正是这正是

‘‘教学相长教学相长’’最好的写照最好的写照。。这这

样的学习劲头让我们很感样的学习劲头让我们很感

动动，，也感受到了传统汽车企也感受到了传统汽车企

业强大的人才储备力业强大的人才储备力。”。”腾讯腾讯

车联高级顾问车联高级顾问、、腾讯出行学腾讯出行学

院教务长周平说院教务长周平说。。

此前此前，，腾讯出行学院与腾讯出行学院与

上汽集团培训中心联合发起上汽集团培训中心联合发起

了了““上汽上汽--腾讯数字化人才培腾讯数字化人才培

养项目养项目”，”，内容覆盖数字化运内容覆盖数字化运

营营、、产品开发设计产品开发设计、、汽车汽车++互互

联网联网、、信息安全信息安全、、数据分析数据分析

挖掘五大数字化板块挖掘五大数字化板块，，并打并打

破组织边界破组织边界，，全力助推上汽全力助推上汽

数字化转数字化转型型。。据悉据悉，，该项目已该项目已

在近期完成所有课程交付在近期完成所有课程交付，，培培

训上汽员工超过训上汽员工超过30003000人次人次。。

““未来未来 33 年年，，腾讯出行学腾讯出行学

院希望与上汽等车企培养出院希望与上汽等车企培养出

10001000位位‘‘汽车汽车++互联网互联网’’的跨的跨

界人才界人才，，全方位加速出行产全方位加速出行产

业数字化进程业数字化进程。”。”周平说周平说。。

据悉据悉，，今年今年 1010 月月，，腾讯腾讯

出行学院和中欧国际工商学出行学院和中欧国际工商学

院联合打造的院联合打造的““数字时代汽数字时代汽

车行业车行业CMOCMO领航营领航营””将正式将正式

开班开班，，这也是中欧国际工商这也是中欧国际工商

学院首次和互联网企业共同学院首次和互联网企业共同

开发高端定制培训课程开发高端定制培训课程。。作作

为腾讯出行学院的为腾讯出行学院的““两大组两大组

件件””之一之一，，CMOCMO领航营将汇领航营将汇

聚双方的顶级讲师资源聚双方的顶级讲师资源，，联联

合为汽车产业首席营销官进合为汽车产业首席营销官进

行数字化培训行数字化培训。。

数字化时代数字化时代，，产业竞争产业竞争

愈加激烈愈加激烈，，出行产业已开启出行产业已开启

了了““新人才新人才””储备战储备战。。业内业内

专家表示专家表示，“，“在数字化战场在数字化战场

上上，，具有跨界思维具有跨界思维、、跨界知跨界知

识的新人才将成为企业发展识的新人才将成为企业发展

的核心竞争力的核心竞争力。”。”

数字化人才缺口巨大数字化人才缺口巨大，，

优秀的数字化讲师同样短优秀的数字化讲师同样短

缺缺。。依托内外部的生态优依托内外部的生态优

势势，，上汽培训中心构建了庞上汽培训中心构建了庞

大大、、优质的师资团队优质的师资团队。“。“一方一方

面面，，上汽培训中心邀请来自上汽培训中心邀请来自

上汽和其他汽车行业的专上汽和其他汽车行业的专

家家，，为学员解析行业前瞻技为学员解析行业前瞻技

术术；；另一方面另一方面，，集成优质社集成优质社

会资源会资源，，与阿里与阿里、、腾讯腾讯、、华华

为等企业建立起长期合作关为等企业建立起长期合作关

系系。”。”蒋建华说蒋建华说。。

今年今年 1111 月月，，上汽培训中上汽培训中

心将组织一场无人驾驶高端心将组织一场无人驾驶高端

论坛论坛。。该论坛不仅会分享上该论坛不仅会分享上

汽在汽在““新四化新四化””领域的成功领域的成功

经验经验，，还将邀请华为还将邀请华为、、腾讯腾讯

等企业的专家等企业的专家，，以创新的角以创新的角

度研讨无人驾驶新商业模式度研讨无人驾驶新商业模式。。

为了源源不断输出复合为了源源不断输出复合

型跨界型跨界““新人才新人才”，”，上汽培训上汽培训

中心正在加快转型步伐中心正在加快转型步伐。“。“新新

建的智能网联实训室将于下建的智能网联实训室将于下

月启动月启动。。后期后期，，我们还将集我们还将集

成大柏树校区等优势资源成大柏树校区等优势资源，，

打造集培训打造集培训、、开发开发、、测试测试、、

实验于一体的理实一体化培实验于一体的理实一体化培

训基地训基地。”。”蒋建华说蒋建华说。。以以““打打

造上汽软件人才培养基地造上汽软件人才培养基地””

为目的为目的，，上汽培训中心将依上汽培训中心将依

托现有场地托现有场地，，新建起多个新新建起多个新

实训室实训室，，以满足培养跨界以满足培养跨界

““新人才新人才””的需求的需求，，从而搭建从而搭建

起上汽内数字化的共享平台起上汽内数字化的共享平台。。

见习记者 周小迪

本报通讯员 沈逸韡

““发动机连杆的大头孔发动机连杆的大头孔

里怎么会有划痕呢里怎么会有划痕呢？”？”大众大众

动力总成的连杆线动力总成的连杆线““老法老法

师师””宋健在终检工位检查宋健在终检工位检查

时时，，发现了这个不寻常的发现了这个不寻常的

情况情况。。

虽然这个划痕很不起虽然这个划痕很不起

眼眼，，但依然引起了宋健的但依然引起了宋健的

警觉警觉。。因为这可能会影响因为这可能会影响

发动机的正常工作发动机的正常工作。。连杆连杆

孔内安装的上轴瓦是发动孔内安装的上轴瓦是发动

机工作时重要的动力传递机工作时重要的动力传递

零件零件，，异常的划痕很有可异常的划痕很有可

能会破坏原加工表面的精能会破坏原加工表面的精

密度密度，，极端情况下甚至会极端情况下甚至会

影响轴瓦的固定状况影响轴瓦的固定状况，，甚甚

至引起轴瓦跟转至引起轴瓦跟转。。

宋健立即向班组长汇宋健立即向班组长汇

报了该情况报了该情况，，并且把可能并且把可能

有问题的零件都隔离起有问题的零件都隔离起

来来，，组织大家一件一件排组织大家一件一件排

查查。。情况不容乐观情况不容乐观，，存在存在

不良划痕的连杆竟然有不良划痕的连杆竟然有6060

多件多件。。一台发动机使用一台发动机使用 44

根连杆根连杆，，一旦装进发动机一旦装进发动机

的话的话，，至少有至少有1515台发动机台发动机

会受到影响会受到影响。。在没找出划在没找出划

痕出现的原因之前痕出现的原因之前，，连杆连杆

生产线就不能继续运行生产线就不能继续运行。。

利用自己对零件加工利用自己对零件加工

工艺的了解工艺的了解，，宋健帮助维宋健帮助维

修人员迅速缩小排查范修人员迅速缩小排查范

围围。。很快很快，，AFAF6060工位上机工位上机

械手递交零件的异常问题械手递交零件的异常问题

暴露了出来暴露了出来。。消除设备故消除设备故

障刻不容缓障刻不容缓，，宋健顾不上宋健顾不上

休息休息，，与维修人员马上动与维修人员马上动

手手，，把把AFAF6060的机械手故障的机械手故障

彻底排除彻底排除，，恢复了正常生恢复了正常生

产产。。

““生产线上的终检工生产线上的终检工

位是把控产品质量的最后位是把控产品质量的最后

一道关卡一道关卡。。在这道关卡在这道关卡

上上，，任何一个小问题都不任何一个小问题都不

容放过容放过。”。”宋健笑着说宋健笑着说。。

99月月88日日，，正值教师节正值教师节

前夕前夕，，上汽乘用车与上汽上汽乘用车与上汽

通用五菱举行了师徒结对通用五菱举行了师徒结对

签约仪式签约仪式。。本次结对活动本次结对活动

由上汽乘用车总经理协理由上汽乘用车总经理协理

龚伟国牵线搭桥龚伟国牵线搭桥，，结对的结对的

师傅为上汽乘用车技术中师傅为上汽乘用车技术中

心副主任心副主任、、全国五一劳动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获得者仇杰奖章获得者仇杰，，徒弟为徒弟为

上汽通用五菱电子与标定上汽通用五菱电子与标定

工程总监王国栋工程总监王国栋，，上汽乘上汽乘

用车动力总成各个部门的用车动力总成各个部门的

总监与上汽通用五菱的领总监与上汽通用五菱的领

导及同事参加了本次结对导及同事参加了本次结对

仪式仪式。。

签约仪式开始前签约仪式开始前，，龚龚

伟国开宗明义伟国开宗明义：：上汽集团上汽集团

旗下各公司之间的协同发旗下各公司之间的协同发

展展，，特别是上汽乘用车和特别是上汽乘用车和

上汽通用五菱之间的协同上汽通用五菱之间的协同

发展频次日益增多发展频次日益增多、、涉及涉及

内容日益全面内容日益全面、、交流深度交流深度

日益加大日益加大。。当了解到上汽当了解到上汽

通用五菱愿意更加深入与通用五菱愿意更加深入与

上汽乘用车协同合作上汽乘用车协同合作，，尤尤

其是在软件和标定领域其是在软件和标定领域，，

希望拜上汽乘用车仇杰为希望拜上汽乘用车仇杰为

师后师后，，他征求了双方的意他征求了双方的意

见见，，促成了本次师徒结对促成了本次师徒结对

签约仪式签约仪式。。

随后随后，，仇杰和王国栋仇杰和王国栋

在大家的见证下在大家的见证下，，完成了完成了

正式签约正式签约，，这不仅仅是师这不仅仅是师

徒结对的开始徒结对的开始，，也是未来也是未来

上汽通用五菱和上汽乘用上汽通用五菱和上汽乘用

车相互学习车相互学习、、深入合作深入合作、、

共同发展的开始共同发展的开始。。

签约后签约后，，徒弟王国栋徒弟王国栋

向师傅仇杰献上鲜花向师傅仇杰献上鲜花，，表表

达 了 对 师 傅 的 尊 重 和 敬达 了 对 师 傅 的 尊 重 和 敬

意意。。

仇杰表示仇杰表示，，通过这样通过这样

一个方式搭建了相互学习一个方式搭建了相互学习

相互沟通的桥梁相互沟通的桥梁，，将更好将更好

地延续上汽通用五菱和上地延续上汽通用五菱和上

汽乘用车沟通交流汽乘用车沟通交流，，包括包括

发动机和变速箱方面的标发动机和变速箱方面的标

定定、、疑难问题攻关及解决疑难问题攻关及解决

等等 ，， 更 好 地 促 进 双 方 合更 好 地 促 进 双 方 合

作作，，协同动力总成产品力协同动力总成产品力

提升提升，，为上汽集团打造更为上汽集团打造更

好产品好产品。。

签约仪式结束后签约仪式结束后，，本本

次师徒结对的牵线人龚伟次师徒结对的牵线人龚伟

国和师徒俩留下了珍贵的国和师徒俩留下了珍贵的

合影合影，，为本次签约仪式画为本次签约仪式画

上完美的句号上完美的句号。。

古人云古人云：“：“师者师者，，传道传道

授业解惑也授业解惑也。”。”本次签约为本次签约为

未来双方实现合作共赢开未来双方实现合作共赢开

启了新的篇章启了新的篇章，，期待自主期待自主

开发技术的种子不断地播开发技术的种子不断地播

撒并开花结果撒并开花结果。。

（宗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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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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

““双打双打””模式助推培养跨界人才模式助推培养跨界人才

上汽-腾讯数字化人才培养项目培训人数超3000人次

乘用车与上汽通用五菱举行师徒结对签约
双方表示将相互学习，共建产品协同发展

大众动力总成：
心细如发的“老法师”

“双打”模式助推
数字化转型

99 月月 1010 日日，，上汽轻卡上汽轻卡

在上海上港码头举行了海在上海上港码头举行了海

外市场车辆交付仪式外市场车辆交付仪式，，本本

次交车仪式的主题为次交车仪式的主题为““三三

好品质好品质，，走向世界走向世界”，”，交付交付

车辆为车辆为 5050 辆出口智利的辆出口智利的

CC101101轻卡轻卡。。

此次智利采购的此次智利采购的5050辆辆

上汽轻卡上汽轻卡CC101101车型车型，，可以可以

说是海外市场对上汽轻卡说是海外市场对上汽轻卡

过硬品质的最佳认可过硬品质的最佳认可。。轻轻

卡卡 CC101101--2828//3333 车型是以车型是以

成熟可靠的成熟可靠的CC101101车型为基车型为基

础础，，结合智利客户需求和结合智利客户需求和

使用特点开发的国际版车使用特点开发的国际版车

型型。。该车型在智利以上汽该车型在智利以上汽

大通现有的网络进行推大通现有的网络进行推

广广，，于今年于今年 88 月在当地成月在当地成

功上市功上市。。

这这5050辆辆CC101101中中，，6060%%

出口圣地亚哥出口圣地亚哥，，另外另外 4040%%

出口到外省出口到外省，，主要用作城主要用作城

市轻载速运市轻载速运 （（短途短途，，城市城市

路况路况）。）。客户群体为智利的客户群体为智利的

工商个体户工商个体户、、物流配送用物流配送用

户户、、商超以及家装服务商超以及家装服务

业业、、路政等路政等。。

上汽轻卡早在上汽轻卡早在20132013年年

就进入智利市场就进入智利市场，，截至目截至目

前已累计销售前已累计销售29002900辆辆，，今今

年已有年已有 350350 辆订单辆订单。。从这从这

些数据中可以看出些数据中可以看出，，上汽上汽

轻卡近几年来的海外市场轻卡近几年来的海外市场

拓展已取得了很大的发拓展已取得了很大的发

展展，，也为今后海外市场的也为今后海外市场的

进一步深化铺平了道路进一步深化铺平了道路。。

上汽轻卡50辆C101
批量出口智利

99月月44日日，，上海机动车上海机动车

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有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有

限公司与司法鉴定科学研限公司与司法鉴定科学研

究院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究院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协议，，同时同时，，道路交通事道路交通事

故检测技术联合实验室揭故检测技术联合实验室揭

牌牌。。该举措旨在进一步深该举措旨在进一步深

化双方的合作伙伴关系化双方的合作伙伴关系，，

共同搭建道路交通事故检共同搭建道路交通事故检

测技术联合实验室平台测技术联合实验室平台。。

上海汽检党委书记上海汽检党委书记、、

总经理沈剑平总经理沈剑平，，司鉴院党司鉴院党

委书记陈忆九等出席签约委书记陈忆九等出席签约

及揭牌仪式及揭牌仪式。。陈忆九一行陈忆九一行

还参观了上海汽检的整车还参观了上海汽检的整车

碰撞实验室碰撞实验室、、智能网联智能网联

AEBAEB 实车测试和实车测试和 EMCEMC 汽汽

车电子电器实验室车电子电器实验室。。

此次签约将是双方寻此次签约将是双方寻

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

机机。。根据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着双方将着

眼于交通事故鉴定技术和眼于交通事故鉴定技术和

设备研发设备研发，，服务国家服务国家““全全

面依法治国面依法治国””和和““交通强交通强

国国””战略战略，，在科学研究在科学研究、、

技术协作技术协作、、设备研发和市设备研发和市

场销售等方面开展多方位场销售等方面开展多方位

合作合作。。 （建文）

上海汽检与司鉴院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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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研联合培养
跨界“新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