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麦肯锡等专业机构看在麦肯锡等专业机构看

来来，，数字化转型的挑战不仅数字化转型的挑战不仅

在于业务和技术转型能力在于业务和技术转型能力，，

更在于对组织和团队的挑更在于对组织和团队的挑

战战。。

20192019年年，，上汽大通拉开上汽大通拉开

了组织变革的大幕了组织变革的大幕。“。“CC22BB

做到现在做到现在，，成绩固然可喜成绩固然可喜，，

但能不能再跨出去一步但能不能再跨出去一步，，让让

组织更高效运转组织更高效运转，，让员工的让员工的

激励与绩效的链条能够连接激励与绩效的链条能够连接

得更紧密一点得更紧密一点，，从而催化人从而催化人

才基因的突变才基因的突变？”？”上汽大通上汽大通

党委书记徐珍说党委书记徐珍说，“，“员工永员工永

远是组织建设的核心远是组织建设的核心，，而善而善

待员工最好的办法待员工最好的办法，，就是帮就是帮

助他们在组织转型中拥抱变助他们在组织转型中拥抱变

化化，，和企业一起成长和企业一起成长。”。”

变革变革，，从听得见从听得见““炮火炮火””

的部门开始的部门开始。。宋凯是上汽大宋凯是上汽大

通华中大区总经理通华中大区总经理。。以前以前，，

他每天要报送两百多条信他每天要报送两百多条信

息息，，公司总部的各个部门不公司总部的各个部门不

时通过电话时通过电话、、微信向他索要微信向他索要

数据数据。“。“我每天都得应付这我每天都得应付这

些要求些要求，，连跑经销商的时间连跑经销商的时间

都没有都没有。”。”

20192019 年年 ，， 宋 凯 期 盼 的宋 凯 期 盼 的

““解放解放””得到了回应得到了回应，，上汽上汽

大通设立了数据中台大通设立了数据中台。。在数在数

据中台的支持下据中台的支持下，，公司总部公司总部

各部门的角色开始发生了转各部门的角色开始发生了转

变变，，从从““布置任务布置任务””变成了变成了

““服务一线服务一线”。”。销售端所有的销售端所有的

工作和数据都在线上实现透工作和数据都在线上实现透

明化明化，，所有的需求和资源都所有的需求和资源都

一目了然一目了然，，沟通效率得到有沟通效率得到有

效提升效提升，，相关人员的精力和相关人员的精力和

能力也被释放出来了能力也被释放出来了。。这样这样，，

““宋凯们宋凯们””便能集中精力便能集中精力，，帮帮

助经销商一起冲刺市场了助经销商一起冲刺市场了。。

““很多时候很多时候，，市场上的市场上的

机会就如白驹过隙机会就如白驹过隙，，稍纵即稍纵即

逝逝。”。”上汽大通海外业务部上汽大通海外业务部

总监杨峻岭表示总监杨峻岭表示，“，“上汽大上汽大

通在开拓海外市场的过程通在开拓海外市场的过程

中中，，一些迅速一些迅速，，甚至是预见甚至是预见

性的市场反应性的市场反应，，在一般的传在一般的传

统组织里是很难达成的统组织里是很难达成的。”。”

以澳大利亚为例以澳大利亚为例，，当地当地

市场在今年同样受到了新冠市场在今年同样受到了新冠

肺炎疫情的影响肺炎疫情的影响。。而早在几而早在几

个月前个月前，，上汽大通海外业务上汽大通海外业务

团队通过市场分析团队通过市场分析，，提前往提前往

澳大利亚调集了一批试驾车澳大利亚调集了一批试驾车

辆辆，，甚至把本该于下半年投甚至把本该于下半年投

放的车辆都给放的车辆都给““预支预支””了了。。

这批车辆为上汽大通疫情期这批车辆为上汽大通疫情期

间在澳大利亚市场屡创销量间在澳大利亚市场屡创销量

佳绩立下了汗马功劳佳绩立下了汗马功劳。。

““澳大利亚的营销案例澳大利亚的营销案例

不是特例不是特例，，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已经习惯了

全球市场各种快速变化的节全球市场各种快速变化的节

奏奏，，我们整个组织的后台和我们整个组织的后台和

中台都随时做好准备中台都随时做好准备，，业务业务

需要在哪里需要在哪里，，资源就往哪里资源就往哪里

铺铺，，向一线倾斜向一线倾斜。”。”杨峻岭杨峻岭

告诉记者告诉记者，“，“上汽大通近几上汽大通近几

以以客户为中心的客户为中心的CC22BB模模

式式，，为汽车行业提供了一种为汽车行业提供了一种

美好愿景美好愿景，，也吸引了一批优也吸引了一批优

秀的数字化人才加盟上汽大秀的数字化人才加盟上汽大

通这个年轻的公司通这个年轻的公司，，为上汽为上汽

大通的数字化建设输入了新大通的数字化建设输入了新

鲜的血液鲜的血液。。

从从20182018年起年起，，在上汽集在上汽集

团的牵头下团的牵头下，，上汽大通以上汽大通以

CC22BB业务战略为核心业务战略为核心，，开始开始

搭建技术中台与业务中台搭建技术中台与业务中台，，

将数字化变革延展到将数字化变革延展到CC22BB业业

务的最前端务的最前端。。最繁忙的时最繁忙的时

候候，，这个庞大的数字化工地这个庞大的数字化工地

上共集中了上共集中了1111大板块大板块（（包括包括

用户运营用户运营、、交易交易、、工程工程、、制制

造供应链造供应链、、车联网车联网、、房车房车、、

企业运营企业运营、、中台中台、、基础建基础建

设设、、数据数据、、项目管理项目管理），），大大

约有近约有近 400400 个数字化基建工个数字化基建工

程在同步进行程在同步进行。。

工业互联网赋予了汽车工业互联网赋予了汽车

工业新的生命工业新的生命，，也为以上汽也为以上汽

大通为代表的汽车行业数字大通为代表的汽车行业数字

化转型先行者提供了强有力化转型先行者提供了强有力

的竞争优势的竞争优势。。

历经三年磨砺历经三年磨砺，，上汽大上汽大

通不仅建成了全球首家全新通不仅建成了全球首家全新

CC22BB定制工厂定制工厂———上汽大通—上汽大通

南京南京CC22BB工厂工厂；；同时同时，，基于基于

CC22BB智能定制模式智能定制模式，，构建起构建起

了面向用户和升级在线管理了面向用户和升级在线管理

的七大平台的七大平台，，包括面向包括面向CC端端

的我行的我行 MAXUSMAXUS 平台平台、、房车房车

生活家生活家、、蜘蛛智选蜘蛛智选、、蜘蛛智蜘蛛智

联和联和 33DD 工程设计在线五大工程设计在线五大

数字化平台数字化平台，，面向面向BB端的大端的大

通知乎平台通知乎平台，，以及面向公司以及面向公司

内部的内部的ii大通平台大通平台。。

这些数字化平台的建这些数字化平台的建

成成，，可以说是真正开始了用可以说是真正开始了用

数字化的力量为上汽大通的数字化的力量为上汽大通的

CC22BB业务模式发展赋能业务模式发展赋能。。

现今现今，，CC22BB模式已正式模式已正式

迈入迈入 22..00 时代时代。。以以““蜘蛛智蜘蛛智

选选””为例为例，，该平台已经可以该平台已经可以

支持全系车型定制支持全系车型定制，，并全面并全面

打通了从用户选配打通了从用户选配、、下单到下单到

制造制造、、运输全过程的数据运输全过程的数据

链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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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7 年年 ，， DD9090 还 未 上还 未 上

市市，，就收到就收到 30003000 多份多份““盲盲

订订””订单订单，，证明定制化已成证明定制化已成

为新消费热点为新消费热点。。可惜彼时生可惜彼时生

产环节还没有完全打通产环节还没有完全打通，，既既

缺少数字化下单工具缺少数字化下单工具，，经销经销

商的服务也未能跟上节拍商的服务也未能跟上节拍。。

20202020年年44月月，，随着随着DD9090 propro

的上市的上市，，上汽大通决定重新上汽大通决定重新

出发出发，，宣布这款宣布这款““玩玩””定制定制

的车型只在线上销售的车型只在线上销售，，成立成立

新运营部门新运营部门，，客户服务和响客户服务和响

应全时在线应全时在线，，在新零售领域在新零售领域

探索最适合探索最适合CC22BB的销售运营的销售运营

模式模式。。

员工星级运营师和社会员工星级运营师和社会

迈享客顺势而生迈享客顺势而生。。其中其中，，星级星级

运营师由员工兼职参与运营师由员工兼职参与，，这这

些从上汽大通全体员工中招些从上汽大通全体员工中招

募而来的星级运营师利用业募而来的星级运营师利用业

余时间余时间，，通过线上新运营模通过线上新运营模

式与新运营团队合作式与新运营团队合作，，实现实现

流量的转化和订单的达成流量的转化和订单的达成。。

与星级运营师同时诞生与星级运营师同时诞生

的的““大通迈享客大通迈享客”，”，则是一则是一

个通过汽车文化进行社交个通过汽车文化进行社交、、

创富的社会平台创富的社会平台，，只要实现只要实现

从从““线索发现线索发现””到到““成功转成功转

化为订单化为订单”，”，公司将给予迈公司将给予迈

享客们丰厚的奖励享客们丰厚的奖励。“。“迈享迈享

客客””这种跨领域的高效价值这种跨领域的高效价值

网络网络，，是上汽大通在新营销是上汽大通在新营销

领域尝试的又一种全新的生领域尝试的又一种全新的生

态布局态布局。。

据了解据了解，，除了各行各业除了各行各业

的社会达人争相成为合伙的社会达人争相成为合伙

人人，，甚至连汽车之家这样的甚至连汽车之家这样的

平台巨头也愿意主动去见证平台巨头也愿意主动去见证

这种数字化转型的成功这种数字化转型的成功，，加加

盟成为盟成为““迈享客迈享客””的一员的一员。。

同质化是有地板的同质化是有地板的，，这这

个地板就是价格个地板就是价格，，而而CC22BB个个

性化定制是没有天花板的性化定制是没有天花板的，，

打破这个天花板的打破这个天花板的，，就是产就是产

品力品力。。

CC22BB在打通了生产环节在打通了生产环节

之后之后，，接下来要面对的接下来要面对的，，就就

是打通消费环节是打通消费环节。。定制定制，，不不

仅仅停留在生产层面仅仅停留在生产层面，，更是更是

一种生活的进步一种生活的进步。。

88 月份月份，，在浙江金华的在浙江金华的

一家上汽大通一家上汽大通44SS店里店里，，销售销售

顾问一口气卖掉了顾问一口气卖掉了 77 辆定制辆定制

的的 DD6060。。团队感到团队感到，，定制化定制化

这个模式已经越来越受到消这个模式已经越来越受到消

费者的认可费者的认可。。

““对于对于 CC22BB 定制购买定制购买，，

虽然这些用户此前并没有很虽然这些用户此前并没有很

具体的概念具体的概念，，但一经过我们但一经过我们

销售团队推荐销售团队推荐，，用户们马上用户们马上

发现这样的消费模式既可以发现这样的消费模式既可以

满足个性化的需求满足个性化的需求，，同时还同时还

能在性价比等方面实现最优能在性价比等方面实现最优

化化 ，， 他 们 都 欣 然 地 接 受他 们 都 欣 然 地 接 受

了了。”。”当地经销店的销售经当地经销店的销售经

理告诉记者理告诉记者，“，“其实很多时其实很多时

候候，，还需要有人告诉消费还需要有人告诉消费

者者，‘，‘看看，，您还可以去这样您还可以去这样

选择选择’。”’。”

““ 预 测 未 来 的 最 好 办预 测 未 来 的 最 好 办

法法，，就是把它创造出来就是把它创造出来。”。”

被誉为数字教父被誉为数字教父、、数字时代数字时代

三大思想家之一的尼古拉斯三大思想家之一的尼古拉斯

••尼葛洛庞帝在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数字化生

存存》》一书中写道一书中写道。。上汽大通上汽大通

这个年轻的企业正在通过这个年轻的企业正在通过

““定制化业务定制化业务”，”，努力创造着努力创造着

未来未来。。全产业链数字在线全产业链数字在线、、

全流程数据反馈全流程数据反馈，，将给汽车将给汽车

行业带来用户连接和生产服行业带来用户连接和生产服

务方式的全面革新务方式的全面革新。。未来有未来有

多精彩多精彩，，值得期待值得期待。。

年来快速打开全球市场的两年来快速打开全球市场的两

大抓手就是适应不同市场的大抓手就是适应不同市场的

定制化产品定制化产品，，以及快速响应以及快速响应

的营销手段的营销手段。”。”

““我们仍是一家创业公我们仍是一家创业公

司司，，每天要为面包而奋斗每天要为面包而奋斗。”。”

蓝青松说蓝青松说。。上汽大通在组织上汽大通在组织

变革的道路上变革的道路上，，不断开发出不断开发出

各种工具各种工具：：数字化人才诊数字化人才诊

断断、“、“三板斧三板斧””解决问题式解决问题式

培训培训、、人人都是合伙人人人都是合伙人、、星星

级运营师等级运营师等，，借此让组织始借此让组织始

终保持创业初期的狼性和干终保持创业初期的狼性和干

劲劲，，支撑着支撑着CC22BB业务不断向业务不断向

前发展前发展。。

互联网与信息技术

的进步，带来了边界的

突破。在大数据的赋能

下，拥有数据和使用数

据的成本大幅下降，效

率随之大大提升。

组织转型，
支撑定制化模式3

全业务流程

数字化在线，让

信息流通变得透

明、高效，组织

的边界也由此变

得模糊，传统的

科层组织一点点

被打破。更扁平

的结构帮助组织

决策变得更为高

效。

重新出发，打开最
适合C2B的运营方式4

C2B概念提出

五年，随着数字化

能力和组织能力的

提升，其模式不断

迭代更新，但初心

没有变，就是满足

用户“千人千面”

的定制化需求。

星级运营师表

示：“通过新运营

模式，我们发现，

卖出一辆二十多万

元 的 定 制 化

SUV，有的时候竟

然比在 4S店里推

销出一辆十几万元

的车还要容易，团

队的信心一下子就

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