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面提升质量水平是全面提升质量水平是““破圈破圈””关键所在关键所在
本报记者 严瑶

99月月1717日日，，在在66万多名线万多名线

上观众的见证下上观众的见证下，，9090 后网红后网红

女司机敏小敏提走了她的新女司机敏小敏提走了她的新

车车———红岩杰狮—红岩杰狮 CC500500 560560

大马力自动挡牵引车大马力自动挡牵引车。“。“对于对于

常跑云贵川的我来说常跑云贵川的我来说，，这样这样

的豪华配置让我在山区驾车的豪华配置让我在山区驾车

时能更加省力时能更加省力、、省心省心。”。”敏小敏小

敏说敏说。。

此前此前，，有着十年驾龄的有着十年驾龄的

敏小敏跟着上汽红岩车队挑敏小敏跟着上汽红岩车队挑

战云南昆磨高速公路中的战云南昆磨高速公路中的

““魔鬼公路魔鬼公路”。“”。“我虽然经常跑我虽然经常跑

云南云南，，但是还没有跑过这个但是还没有跑过这个

2727 公里的长下坡公里的长下坡。”。”敏小敏敏小敏

说说，，从当天上午十点发车到从当天上午十点发车到

下午一点完成挑战下午一点完成挑战，，红岩杰红岩杰

狮牵引车始终保持完美状狮牵引车始终保持完美状

态态，“，“车窗外闪过一个个道路车窗外闪过一个个道路

安全警示牌安全警示牌，，还好红岩车开还好红岩车开

起来稳稳当当起来稳稳当当，，让我感觉很让我感觉很

安全安全。”。”这次挑战这次挑战，，让她下定让她下定

决心购买上汽红岩牵引车决心购买上汽红岩牵引车。。

今年今年 11--88 月月，，上汽红岩上汽红岩

销售整车销售整车 55..1616 万辆万辆，，累计增累计增

长长 3131%% ，， 市 场 占 有 率 达 到市 场 占 有 率 达 到

44..88%%。。销量飘红的背后销量飘红的背后，，是是

上汽红岩对产品质量的不懈上汽红岩对产品质量的不懈

追求追求。“。“20202020年年，，我们的销售我们的销售

目标是确保目标是确保 77..22 万辆万辆，，挑战挑战 88

万辆万辆，，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

升升。”。”上汽红岩总经理楼建平上汽红岩总经理楼建平

在一次内部质量大会上说在一次内部质量大会上说，，

““回顾上半年关键质量指标回顾上半年关键质量指标，，

IPTVIPTV 售 后 千 辆 车 故 障 率售 后 千 辆 车 故 障 率 、、

CPVCPV 单车索赔费用均下降了单车索赔费用均下降了

1010%%，，整车一次报交合格率整车一次报交合格率

提升了提升了 2020%%，，顾客满意度更顾客满意度更

是提升了是提升了77%%。”。”

红岩杰狮红岩杰狮CC66 LNGLNG牵引牵引

车批量交付山西朔州用户车批量交付山西朔州用户，，

助力煤炭绿色运输助力煤炭绿色运输；；红岩杰红岩杰

卡港口牵引车批量交付山东卡港口牵引车批量交付山东

东营广饶客户东营广饶客户，，助力轮胎港助力轮胎港

口运输……随着上汽红岩在口运输……随着上汽红岩在

牵引车市场上频繁交车牵引车市场上频繁交车，，产产

品销量持续上扬品销量持续上扬。。

““今年今年11--88月月，，红岩的定红岩的定

制车型数量达到制车型数量达到 344344 个个，，占占

生产车型的生产车型的 8888%%，，占生产总占生产总

量的量的2727%%。”。”楼建平说楼建平说。。为了为了

满足不同场景和细分市场的满足不同场景和细分市场的

需求需求，，近几年近几年，，上汽红岩形上汽红岩形

成了高度的产品定制化和多成了高度的产品定制化和多

品种品种、、小批量的生产模式小批量的生产模式。。

但是但是，，这也使企业在产品研这也使企业在产品研

发发、、供应商质量供应商质量、、制造质制造质

量量、、售后服务等方面面临着售后服务等方面面临着

一系列挑战一系列挑战。。

为此为此，，上汽红岩在设计上汽红岩在设计

开发环节持续加强源头预开发环节持续加强源头预

防防，，把控质量把控质量。“。“我们投资了我们投资了

33亿元亿元，，用来提升产品开发验用来提升产品开发验

证能力证能力。”。”楼建平说楼建平说。。在研发在研发

体系上体系上，，上汽红岩积极推行上汽红岩积极推行

CVDPCVDP 流程落地流程落地，，建立并完建立并完

善了产品开发子流程善了产品开发子流程 9696 份份、、

各类设计指导书各类设计指导书 113113 份份、、试试

验标准及规范验标准及规范173173份份。。

从供应链角度看从供应链角度看，，随着随着

新产品开发数量越来越多新产品开发数量越来越多，，

以往的供应商难以支撑多品以往的供应商难以支撑多品

种种、、小批量的生产模式小批量的生产模式。“。“通通

过优化供应商结构过优化供应商结构，，上汽红上汽红

岩引进行业标杆供应商岩引进行业标杆供应商 1515

家家，，行业主流供应商占比提行业主流供应商占比提

升至升至 3636%%；；同时同时，，加强入厂监加强入厂监

察察，，拓展了拓展了 6666 项项检验项目检验项目。”。”

楼建平说楼建平说。。

99月初月初，，上汽红岩向内蒙上汽红岩向内蒙

古鸿运恒通公司成功交付首古鸿运恒通公司成功交付首

批批5050辆红岩杰卡集装箱牵引辆红岩杰卡集装箱牵引

车车，，这是上汽红岩拓展锡林这是上汽红岩拓展锡林

郭勒地区市场以来获得的第郭勒地区市场以来获得的第

一个百辆级订单一个百辆级订单。。

据了解据了解，，这款红岩牵引这款红岩牵引

车可全程采用全封闭运输方车可全程采用全封闭运输方

式式，，有效避免撒漏有效避免撒漏、、扬尘等扬尘等

污染污染，，也可提高周转效率也可提高周转效率。。

““但我们更看重的是但我们更看重的是，，上汽红上汽红

岩有针对牵引车的岩有针对牵引车的‘‘畅行服畅行服

务务’，’，可及时可及时、、有效地为我们有效地为我们

提供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提供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

鸿运恒通公司相关人员说鸿运恒通公司相关人员说。。

““以往以往，，我们在售后服务我们在售后服务

方面方面，，服务网络布局以自卸服务网络布局以自卸

车为主车为主，，不能满足牵引车客不能满足牵引车客

户的需求户的需求。”。”楼建平说楼建平说，“，“通通

过三年时间建设过三年时间建设，，网络数量网络数量

增加至增加至10001000余家余家，，服务半径服务半径

缩小至缩小至6060kmkm，，2424小时问题关小时问题关

闭率达到闭率达到 9797..88%%。”。”同时同时，，上上

汽红岩建立起售后质量汽红岩建立起售后质量2424小小

时会议机制时会议机制，，提高市场故障提高市场故障

信息反馈的准确性信息反馈的准确性、、及时及时

性性，，售后问题关闭时间缩短售后问题关闭时间缩短

2020%%。。

““卖卡车和卖小车不一卖卡车和卖小车不一

样样，，买卡车的客户都是用来买卡车的客户都是用来

挣钱的挣钱的。。除了要保证客户购除了要保证客户购

车后没有后顾之忧外车后没有后顾之忧外，，我们我们

还希望能让开红岩车的卡友还希望能让开红岩车的卡友

们开得更舒心们开得更舒心。”。”上汽红岩相上汽红岩相

关人员告诉记者关人员告诉记者。。

目前目前，，上汽红岩已在国上汽红岩已在国

内的大物流干道上建成红岩内的大物流干道上建成红岩

驿站驿站3030余家余家，，后续将扩展到后续将扩展到

200200余家余家。。

2020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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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管理创新管理 砥砺前行砥砺前行

见习记者 周小迪

小肥羊羊肉串小肥羊羊肉串、、现烤奶现烤奶

油泡芙油泡芙、、网红冰淇淋……在网红冰淇淋……在

长宁区新开张的夜市现场长宁区新开张的夜市现场，，

一系列饕餮美食应有尽有一系列饕餮美食应有尽有。。

99 月月 1717 日日，，在在““20202020 长长

宁宁 IMIM 大通市集大通市集””活动现场活动现场，，

上汽大通上汽大通 MAXUSMAXUS 旗下多款旗下多款

车型化身车型化身““夜市好伙伴夜市好伙伴”，”，助助

燃城市燃城市““烟火气烟火气”。”。

作为作为““夜市好伙伴夜市好伙伴”，”，上上

汽 大 通汽 大 通 MAXUSMAXUS 宽 体 轻 客宽 体 轻 客

VV9090、、VV8080 PLUSPLUS、、VV8080系列系列

产品拥有灵活的通过性产品拥有灵活的通过性、、充充

足的车内空间足的车内空间、、精致的外观精致的外观

及多场景适用性等特质及多场景适用性等特质。。此此

外外，，上汽大通更可提供多样上汽大通更可提供多样

化定制服务化定制服务，，包括外观包括外观、、售售

卖窗口卖窗口、、专用设备及整体定专用设备及整体定

制化要求制化要求，，为用户提供为用户提供““一一

揽子揽子””定制方案定制方案。。

““通过通过‘‘蜘蛛智选蜘蛛智选’’智能智能

选配平台选配平台，，用户可以根据实用户可以根据实

际使用情况选择包括动力总际使用情况选择包括动力总

成成、、座椅布局等在内的近百座椅布局等在内的近百

种配置种配置。”。”上汽大通相关人员上汽大通相关人员

介绍介绍，“，“最快最快33分钟即可完成分钟即可完成

座驾座驾的的‘‘私人定私人定制制’。”’。”

事实上事实上，，无论是无论是““夜市夜市

好伙伴好伙伴”，”，还是早餐车还是早餐车、、冷藏冷藏

车车、、邮政车及其他各类专用邮政车及其他各类专用

车型车型，，上汽大通上汽大通 MAXUSMAXUS 均均

能提供与之匹配的车型和专能提供与之匹配的车型和专

业的定制服务业的定制服务，，满足不同用满足不同用

户个性化的用车需求户个性化的用车需求。。

夜市开张，沪上“夜生活”正精彩

上汽大通打造多款“夜市好伙伴”

上汽红岩牵引车销量持续飘红的背后

本报记者 邹勇

99 月月 1515 日一大早日一大早，，来自来自

上汽安吉物流旗下天地华宇上汽安吉物流旗下天地华宇

的大型货运车抵达丽江市纳的大型货运车抵达丽江市纳

山纳土公司分拣中心山纳土公司分拣中心，，将把将把

一批重达一批重达4040吨的丽江扶贫农吨的丽江扶贫农

特产品保质特产品保质、、保量地送到上保量地送到上

海市民的餐桌上海市民的餐桌上。。

““丽江市玉龙县宝山乡地丽江市玉龙县宝山乡地

处偏远山区处偏远山区，，碰到雨季碰到雨季，，道道

路经常塌方路经常塌方，，大型车辆开不大型车辆开不

进去进去，，进乡的路程单程就要进乡的路程单程就要

花费四个小时花费四个小时。”。”刚随杨浦区刚随杨浦区

江浦路街道工作人员一行从江浦路街道工作人员一行从

云南丽江玉龙返回上海的天云南丽江玉龙返回上海的天

地华宇党群工作部部长郁志地华宇党群工作部部长郁志

刚说刚说，“，“当地生活条件艰苦当地生活条件艰苦，，

但我们天地华宇的党员有信但我们天地华宇的党员有信

心通过物流扶贫心通过物流扶贫、、消费扶消费扶

贫贫，，及时把当地的农特产品及时把当地的农特产品

运送到上海运送到上海，，助力当地群众脱助力当地群众脱

贫致富贫致富。”。”

据介绍据介绍，，通过上海市对通过上海市对

口扶贫交流办口扶贫交流办、、杨浦区政杨浦区政

府府，，以及在江浦路街道挂职以及在江浦路街道挂职

的玉龙当地县委常委的玉龙当地县委常委、、副县副县

长的牵线搭桥长的牵线搭桥，，上汽安吉物上汽安吉物

流总部所属地杨浦区江浦路流总部所属地杨浦区江浦路

街道党工委与玉龙县五个乡街道党工委与玉龙县五个乡

镇党委开展了结对共建镇党委开展了结对共建，，依依

靠基层党组织靠基层党组织，，把党建优势把党建优势

转化为扶贫优势转化为扶贫优势。。

““我们通过党建结对和我们通过党建结对和

‘‘四史四史’’学习不断完善基层组学习不断完善基层组

织建设织建设，，把组织活力转化为把组织活力转化为

攻坚动力攻坚动力。。围绕当地的扶贫围绕当地的扶贫

政策政策，，天地华宇与合作伙伴天地华宇与合作伙伴

一起一起，，把当地农特产品源源把当地农特产品源源

不断地运到上海不断地运到上海。。这是一种这是一种

行之有效的扶贫方式行之有效的扶贫方式，，也得也得

到了沪滇两地各级政府的赞到了沪滇两地各级政府的赞

许和支持许和支持。”。”郁志刚说郁志刚说。。

为解决丽江扶贫农特产为解决丽江扶贫农特产

品入沪物流问题品入沪物流问题，，天地华宇天地华宇

和纳山纳土公司合作和纳山纳土公司合作，，在上在上

海为丽江扶贫农特产品设置海为丽江扶贫农特产品设置

了丽江玉龙集配仓库了丽江玉龙集配仓库，，将货将货

物中转物中转、、装箱打包装箱打包、、配送等配送等

一系列服务进行一条龙链接一系列服务进行一条龙链接。。

此外此外，，通过上汽通过上汽““安悦安悦ee

生活生活””商城商城，，天地华宇开辟天地华宇开辟

了丽江扶贫农特产品线上销了丽江扶贫农特产品线上销

售新渠道售新渠道。。从从88月产品上线至月产品上线至

今今，，共计销售丽江扶贫产品共计销售丽江扶贫产品

35973597件件，，销销售额达售额达3030余万元余万元。。

党建引领，上汽人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

“爱心物流”助力扶贫产品入沪

99 月月 2323 日日，，荣威荣威 RXRX55

ePePLUSLUS 上市上市。。现在购买新现在购买新

车的用户可享受车的用户可享受30003000元充元充

电补贴电补贴，，实际售价仅实际售价仅1515..2828

万万~~1616..2828万元万元。。

荣 威荣 威 RXRX55 ePLUSePLUS 在在

搭载了第二代蓝芯搭载了第二代蓝芯11..55TGITGI

缸内中置直喷涡轮增压发缸内中置直喷涡轮增压发

动机的基础上动机的基础上，，增加了上增加了上

汽最新第二代绿芯汽最新第二代绿芯 100100kWkW

高功率高效永磁同步电高功率高效永磁同步电

机机 ，， 最 大 输 出 功 率 达最 大 输 出 功 率 达

224224kWkW，， 最 大 扭 矩 达最 大 扭 矩 达

480480NmNm，，动力输出媲美主动力输出媲美主

流流33..00TT车型车型。。

（张建）

媲美3.0T车型动力，售价15.28万~16.28万元

荣威RX5 ePLUS上市

99 月月 1717 日日--1818 日云栖日云栖

大会举办期间大会举办期间，，阿里巴巴阿里巴巴

集团旗下斑马网络发布新集团旗下斑马网络发布新

一代汽车智能座舱系统一代汽车智能座舱系统

———斑马智行—斑马智行55..00，，预计明预计明

年年初陆续上车年年初陆续上车；；并与一并与一

汽汽--大众进行战略签约大众进行战略签约，，

共同打造跨产业共同打造跨产业、、融合数融合数

字化的创新样本字化的创新样本。。

““斑马智行斑马智行 55..00 是面向是面向

汽车智能座舱开发的全新汽车智能座舱开发的全新

一代产一代产品品。”。”斑斑马网络马网络COOCOO

黄佑勇说黄佑勇说，，新系统主旨是新系统主旨是

让出行更加从容让出行更加从容，，在时间在时间

和空间上都让车主能够尽和空间上都让车主能够尽

享车内生活乐趣享车内生活乐趣。。（许盼）

斑马智行5.0云栖大会发布
打造汽车智能座舱样板间

从设计源头把控

全面提升服务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