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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是“底牌”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

生产力，已成为当代经

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

一。如果一个国家具有

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

就能在世界产业分工链

中处于高端位置。

对企业来说，同样

如 此 。 打 牢 技 术 “ 地

基”，努力占据产业链高

端核心位置，才能避免

被压着打价格战。“底盘

大王”汇众的创新实践

告诉我们，亮好底牌，

还是要靠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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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汽与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达成战略合作

为上汽品牌持续注入公益正能量
首席记者 阮希琼

99 月月 2222 日日，，上汽集团与上汽集团与

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举行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举行公

益战略合作伙伴签约仪式益战略合作伙伴签约仪式。。

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发起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发起

人人、、著名歌唱家韩红著名歌唱家韩红，，上汽上汽

集团党委书记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陈虹董事长陈虹

共同出席仪式共同出席仪式。。

据了解据了解，“，“韩红爱心百人韩红爱心百人

援滇援滇””大型医疗公益行动大型医疗公益行动 1010

月启动在即月启动在即，，上汽集团将捐上汽集团将捐

赠现金和赠现金和3030辆医疗巡诊专用辆医疗巡诊专用

车车，，为爱心团队为爱心团队““保驾护保驾护

航航”。”。此次携手此次携手，，双方将共同双方将共同

助力云南打赢脱贫攻坚战助力云南打赢脱贫攻坚战。。

在中国的贫困人群中在中国的贫困人群中，，

有近有近 4040%%是是““因病致贫因病致贫，，因因

病返贫病返贫”。”。相比资金上的支相比资金上的支

持持，，这些家庭更需要医疗资这些家庭更需要医疗资

源的救助源的救助。“。“带走病人带走病人，，留下留下

技术技术，，推动医改推动医改，，造福百造福百

姓姓”，”，这便是这便是““百人医疗援助百人医疗援助

系列公益行动系列公益行动””举办的初举办的初

衷衷。。如今如今，，该公益行动已开该公益行动已开

展了展了 1010 年年，，足迹遍布西藏足迹遍布西藏、、

内蒙古内蒙古、、新疆等西部九个省新疆等西部九个省

市市。。即将开启的即将开启的““百人援滇百人援滇””活活

动动，，将成为该系列活动第一个将成为该系列活动第一个

““1010年计划年计划””的收官之举的收官之举。。

活动现场活动现场，，韩红坐进了韩红坐进了

荣威荣威 ERER66、、iMAXiMAX88 等新车中等新车中

体验了一番体验了一番。“。“很喜欢很喜欢，，上汽上汽

的自主品牌车坐起来真舒的自主品牌车坐起来真舒

服服。”。”她感叹她感叹。。而陈虹则戴上而陈虹则戴上

了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的志了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的志

愿者帽愿者帽，，表达了上汽作为汽表达了上汽作为汽

车龙头企业车龙头企业，，在不断推动创在不断推动创

新发展的同时新发展的同时，，努力履行企努力履行企

业社会责任的良好意愿业社会责任的良好意愿。。

值得一提的是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此次““百百

人援滇人援滇””活活动中动中，，不仅能看到不仅能看到

上汽产品的身影上汽产品的身影，，还能感受还能感受

到上汽车主们为爱凝聚的力到上汽车主们为爱凝聚的力

量量。。

99月初月初，，为了保证活动的为了保证活动的

顺利举办顺利举办，，荣威向车主发出荣威向车主发出

了车手志愿者的招募邀请了车手志愿者的招募邀请，，

他们将承担起保证医疗车队他们将承担起保证医疗车队

行进行进、、维护义诊现场安全秩维护义诊现场安全秩

序序、、搬运物资等工作搬运物资等工作。“。“车主车主

们的爱心令人感动们的爱心令人感动，，短短几短短几

天就已经有几百人报名参天就已经有几百人报名参

加加。”。”上汽乘用车副总经理俞上汽乘用车副总经理俞

经民说经民说。。

据介绍据介绍，，在社会公益方在社会公益方

面面，，上汽及下属企业持续开上汽及下属企业持续开

展红粉笔教育计划展红粉笔教育计划、、小狮子小狮子

计划计划、、繁星计划繁星计划、、励志班等励志班等

教育公益活动教育公益活动，，已树立起了已树立起了

广泛广泛、、积极的影响积极的影响；；同时同时，，

上汽认真响应上汽认真响应““精准脱贫精准脱贫””

号召号召，，对口支援云南省宣威对口支援云南省宣威

市多个经济薄弱村市多个经济薄弱村；；向多地向多地

捐献爱心车辆和物资捐献爱心车辆和物资，，五年五年

来累计折合金额超过来累计折合金额超过22亿元亿元。。

本报记者 甘文嘉

99 月月 2222 日日，“，“相约上海相约上海

技能筑梦技能筑梦””第第4646届世界技能届世界技能

大赛倒计时一周年主题活动大赛倒计时一周年主题活动

在上海展览中心隆重举行在上海展览中心隆重举行。。

活动现场活动现场，，上汽集团向与会上汽集团向与会

嘉宾展示了荣威首款新嘉宾展示了荣威首款新 RR 标标

量产车型量产车型 ERER66、、即将在年内即将在年内

上 市 的 荣 威 首 款 新 狮 标上 市 的 荣 威 首 款 新 狮 标

MPVMPV iMAXiMAX88 等 多 款 车 型等 多 款 车 型 ，，

惊艳的外观设计惊艳的外观设计、、温馨的内温馨的内

饰饰、、高科技的配置高科技的配置，，还有精还有精

致的做工致的做工，，引得众人啧啧称引得众人啧啧称

赞赞：“：“有腔调有腔调！”！”

这天这天，，在第在第4444届届、、第第4545

届世赛车身修理项目中斩获届世赛车身修理项目中斩获

金牌的金牌的22位选手杨山巍位选手杨山巍、、徐澳徐澳

门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着门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着。。

告别鲜花和掌声告别鲜花和掌声，，他们成为他们成为

上汽员工上汽员工。。在临港在临港，，上汽乘上汽乘

用车制造工程部样板科用车制造工程部样板科，，杨杨

山巍从事的是新车型在生产山巍从事的是新车型在生产

起步阶段的尺寸调试及质量起步阶段的尺寸调试及质量

提升工作提升工作。。当天当天，，作为杨山作为杨山

巍首席技师工作室负责人的巍首席技师工作室负责人的

他正忙着进行工作室的立他正忙着进行工作室的立

项项。。在浦东金桥在浦东金桥，，上汽通用上汽通用

汽车整车制造工程部样车试汽车整车制造工程部样车试

制工程科制工程科，，徐澳门的工作是徐澳门的工作是

小批量新车身试制与生产制小批量新车身试制与生产制

造造。。同一时间同一时间，，徐澳门则在徐澳门则在

紧张地进行着新能源电池盒紧张地进行着新能源电池盒

的试制的试制。。

汽 车 是 打 响汽 车 是 打 响 ““ 上 海 制上 海 制

造造””品牌的重要主攻方向品牌的重要主攻方向，，

高品质的汽车离不开高质量高品质的汽车离不开高质量

的生产制造的生产制造。。智能制造的发智能制造的发

展需要一批具备展需要一批具备““精益求精益求

精精、、追求卓越追求卓越””的新时代工的新时代工

匠精神的高技能复合型人匠精神的高技能复合型人

才才。。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

““世界技能奥林匹克世界技能奥林匹克”。”。自自

20132013 年起年起，，上汽集团就连续上汽集团就连续

为中国队备战世赛提供人为中国队备战世赛提供人、、

财财、、物等多个方面支持物等多个方面支持。。

作为上海世赛国家战略作为上海世赛国家战略

赞助商赞助商，，上汽集团将在大赛上汽集团将在大赛

用车服务用车服务、、赛事设施设备等赛事设施设备等

方面给予全力支持方面给予全力支持。。据悉据悉，，

上汽集团已向世赛事务执行上汽集团已向世赛事务执行

局正式交付了包括局正式交付了包括 CC 级旗舰级旗舰

座驾上汽大众辉昂座驾上汽大众辉昂、、大型豪大型豪

华华MPVMPV别克别克GLGL88在内的首批在内的首批

官方指定接待用车官方指定接待用车。。由由 10001000

辆自主辆自主、、合资品牌车型组成合资品牌车型组成

的上汽车队的上汽车队，，将代表将代表““上海上海

制造制造””担负起为世赛中外嘉担负起为世赛中外嘉

宾保驾护航的光荣使命宾保驾护航的光荣使命。。

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一周年，上汽千辆接待用车整装待发

有腔调的产品助力高规格的国际赛事

本报通讯员 黄程程

““申沃九系智能网联城申沃九系智能网联城

市客车作为本届进博会公市客车作为本届进博会公

交用车的主力车型交用车的主力车型，，计划计划

参加接驳车辆近参加接驳车辆近 200200 辆辆，，

加上重点线路及周边用加上重点线路及周边用

车车，，将有将有 600600 多辆纯电动多辆纯电动

公交客车参与保障公交客车参与保障。”。”申沃申沃

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全面落实第三届进为全面落实第三届进

博会博会““越办越好越办越好””的总体的总体

要求要求，，申沃公司在总结往申沃公司在总结往

届进博会保障经验的基础届进博会保障经验的基础

上上，，认真研究并制订进博认真研究并制订进博

会服务保障方案会服务保障方案、、积极筹积极筹

备各项准备工作备各项准备工作，，以以““五五

个零个零””为服务保障目标为服务保障目标，，

确保车辆使用安全确保车辆使用安全、、运营运营

良好良好。。

此前此前，，申沃公司专门申沃公司专门

成立了进博会保障项目成立了进博会保障项目

组组，，建立起进博会联合服建立起进博会联合服

务保障团队务保障团队，，认真研究并认真研究并

制订进博会服务保障方制订进博会服务保障方

案案，，优化联动保障机制优化联动保障机制。。

““我们已经开始组织驾驶员我们已经开始组织驾驶员

进行操作规范培训进行操作规范培训、、开展开展

维修技术人员专业技能训维修技术人员专业技能训

练练、、并完成保障车辆备件并完成保障车辆备件

的储备工作的储备工作。”。”申沃相关负申沃相关负

责人说责人说。。

事实上事实上，，在在 99 月初月初，，

申沃公司就已经召开了第申沃公司就已经召开了第

三届进博会供应商动员大三届进博会供应商动员大

会会，，宁德时代宁德时代、、采埃孚采埃孚、、

东风德纳等东风德纳等2525家关键供应家关键供应

商参加了会议商参加了会议。。据悉据悉，，供供

应商服务保障人员将在应商服务保障人员将在1111

月月 11 日日--1515 日期间全力做日期间全力做

好驻站保障工作好驻站保障工作，，所有备所有备

件在件在 99 月月 2020 日前完成梳理日前完成梳理

并更新到货并更新到货，，确保快速响确保快速响

应应。。

针对可能发生的故障针对可能发生的故障

问题问题，，申沃公司明确做到申沃公司明确做到

““四有四有””原则原则———有检查方—有检查方

法法、、有技术方案有技术方案、、有备件有备件

材料材料、、有专人实施有专人实施。“。“我们我们

将实施多点布局将实施多点布局、、统一指统一指

挥的方案挥的方案。。同时同时，，各驻点各驻点

保障团队对线路车辆进行保障团队对线路车辆进行

跟踪跟踪，，对控制区内的车辆对控制区内的车辆

进行进行‘‘一程一检一程一检’、’、保障涉及保障涉及

的车辆实行的车辆实行‘‘一天一一天一检检’。”’。”

后续后续，，申沃公司还将申沃公司还将

联合久事公交进行应急保联合久事公交进行应急保

障演练障演练，，检验保障方案检验保障方案，，

进一步提升团队的服务水进一步提升团队的服务水

平和突发事件处理能力平和突发事件处理能力，，

做好驻站服务及应急保障做好驻站服务及应急保障

工作工作。。

护航“第三届进博会”
申沃九系新车齐上阵

99月月2222日日，，上汽上汽55GG智能智能

重卡和重卡和 AIVAIV （（港内集装箱智港内集装箱智

能转运车能转运车）） 项目举行誓师大项目举行誓师大

会会。。会上会上，，上汽集团副总裁上汽集团副总裁

蓝青松蓝青松，，上汽集团副总裁上汽集团副总裁、、

总工程师祖似杰与商用车技总工程师祖似杰与商用车技

术中心术中心、、前瞻技术研究部前瞻技术研究部、、

信息战略及网络安全部信息战略及网络安全部，，以以

及上汽红岩及上汽红岩、、上柴股份上柴股份、、海海

通国际汽车物流公司及项目通国际汽车物流公司及项目

组相关负责人签订了重点工组相关负责人签订了重点工

作军令状作军令状。。

据了解据了解，，上汽智能重卡项上汽智能重卡项

目由概念发起到目前一年多目由概念发起到目前一年多

的的时间时间，，它不仅是上汽集团它不仅是上汽集团

也是上海市的重点攻关项也是上海市的重点攻关项

目目。。项目团队从最初的几个项目团队从最初的几个

人人，，逐步发展成为一个跨集团逐步发展成为一个跨集团

多个部门的多个部门的多兵种协同作战多兵种协同作战

团队团队。。在此期间在此期间，，项目组充项目组充

分发挥出上汽集团的技术优分发挥出上汽集团的技术优

势势、、资源优势资源优势、、协同优势协同优势，，助助

力上力上汽集团在该领域占领新汽集团在该领域占领新

的制高点并形成的制高点并形成““上海方案上海方案”。”。

““下一阶段工作的关键突下一阶段工作的关键突

破点在于消除技术的不确定破点在于消除技术的不确定

性和商业的不确定性性和商业的不确定性。”。”上汽上汽

相关负责人表示相关负责人表示，“，“上汽智能上汽智能

重卡和重卡和 AIVAIV 项目组将在技术项目组将在技术

增量上做文章增量上做文章，，其智能驾驶其智能驾驶

能力和作业能力将得到进一能力和作业能力将得到进一

步提升步提升。。我们还将研发并测我们还将研发并测

试纯电动和燃料电池智能集试纯电动和燃料电池智能集

卡卡，，提升车辆本身的技术水提升车辆本身的技术水

平平，，为客户提供更多选择为客户提供更多选择。”。”

目前目前，，上汽智能重卡在临上汽智能重卡在临

港深水港物流园区至洋山一港深水港物流园区至洋山一

期和洋山四期的真实场景下期和洋山四期的真实场景下，，

已开展了自动驾驶测试和作已开展了自动驾驶测试和作

业功能测试业功能测试，，自动驾驶行驶自动驾驶行驶

里程总计超过里程总计超过2020万公里万公里，，初初

步实现了洋山一期箱区内精步实现了洋山一期箱区内精

确停车确停车、、洋山四期港区内精洋山四期港区内精

确倒车等多项作业功能确倒车等多项作业功能。。

据悉据悉，，项目团队还与上项目团队还与上

港集团打通多种集装箱运输港集团打通多种集装箱运输

业务流和信息流业务流和信息流，，已在今年已在今年99

月正式启动准商业化运营月正式启动准商业化运营，，

截至截至 99 月月 2323 日日，，已累计完成已累计完成

56925692标准箱运量标准箱运量，，预计年内将预计年内将

完成完成22万标准箱运量万标准箱运量。。同时同时，，

AIVAIV 现已完成架构测试车制现已完成架构测试车制

造和基本功能调试造和基本功能调试，，并与首并与首

批用户签署了合同批用户签署了合同，，将进入将进入

港区真实场景开展自动驾驶港区真实场景开展自动驾驶

功能测试功能测试。。 （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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