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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疫情，挡不住他们的干劲

11 月月 1111 日日，，上汽大众上汽大众

数 字 化 城 市 展 厅数 字 化 城 市 展 厅 ID.ID.

Store XStore X在成都太古里商圈在成都太古里商圈

正式开业正式开业。。上下两层的太上下两层的太

古里展厅内古里展厅内，，以大众品牌以大众品牌

全新设计语言打造出的时全新设计语言打造出的时

尚魅力空间尚魅力空间，，让大众品牌让大众品牌

新能源汽车产品更贴近消新能源汽车产品更贴近消

费群体费群体。。

一楼展厅中央区域一楼展厅中央区域，，

270270 度全尺寸度全尺寸 LEDLED 屏幕打屏幕打

造沉浸式数字互动空间造沉浸式数字互动空间，，

带来科技的震撼与心动带来科技的震撼与心动。。

根据不断变化的主题场根据不断变化的主题场

景景，，客户可以来一场梦幻客户可以来一场梦幻

打卡打卡。。楼梯侧楼梯侧 88 米高的整米高的整

体墙面采用青砖元素体墙面采用青砖元素，，镶镶

嵌流媒体屏与灯光数字水嵌流媒体屏与灯光数字水

幕幕，，屏幕内外屏幕内外，，虚拟水流虚拟水流

与真实水流交相呼应与真实水流交相呼应。。沿沿

着楼梯拾阶而上着楼梯拾阶而上，，伴随着伴随着

悦耳的水声悦耳的水声，，成都丰富的成都丰富的

地域文化内容精彩呈现地域文化内容精彩呈现，，

带来传统与现代的强烈对带来传统与现代的强烈对

比比。。

在第二层在第二层，，展车配合展车配合

屏幕中炫动的画面屏幕中炫动的画面，，极具极具

视觉冲击力视觉冲击力。。展厅还采用展厅还采用

了人脸智能识别了人脸智能识别、、1616联屏联屏

数字化车辆配置数字化车辆配置、、33DD打印打印

MEBMEB平台平台““三电三电””模型以模型以

及及 55GG 实时互联技术实时互联技术，，通通

过更直观的展示与体验过更直观的展示与体验，，

令消费者选车与购车更轻令消费者选车与购车更轻

松松、、高效高效。。

今年今年，，更多数字化城更多数字化城

市展厅还将落位深圳市展厅还将落位深圳、、上上

海海、、北京北京、、广州等地广州等地。。未未

来一年半内来一年半内，，预计将有预计将有4040

多家城市展厅在多家城市展厅在2929个重点个重点

城市相继开业城市相继开业，，将极大地将极大地

拓展大众品牌在城市中心拓展大众品牌在城市中心

区域的营销触点区域的营销触点。。

（众文）

车享“蓝精灵”开辟温暖通道
坚守一线为客户排忧解难

迈好第一步 见到新气象

11月月77日日，，20212021款新美款新美

式格调轿车凯迪拉克式格调轿车凯迪拉克 CTCT55

上市上市，，售价售价2727..9797万万~~3434..1717

万元万元。。

20212021款款CTCT55在承袭原在承袭原

有丰富配置的基础上有丰富配置的基础上，，全全

系迭代升级全新一代凯迪系迭代升级全新一代凯迪

拉克移动互联体验拉克移动互联体验CUECUE和和

无线无线CarPlayCarPlay，，为用户带来为用户带来

更优质的智能互联体验更优质的智能互联体验。。

铂金运动型车型还新增百铂金运动型车型还新增百

度智能语音互联交互系度智能语音互联交互系

统统，，升级升级1212英寸全彩个性英寸全彩个性

化可定制全液晶数字仪表化可定制全液晶数字仪表

盘盘。。依托离线识别和智能依托离线识别和智能

语音算法优化语音算法优化，，新车可在新车可在

6060多类实用场景下实现多多类实用场景下实现多

达达 214214 种人机交互命令种人机交互命令，，

带来堪比自然对话的流畅带来堪比自然对话的流畅

交互体验交互体验。。用户可轻松畅用户可轻松畅

享包括百度导航享包括百度导航、、车内温车内温

度调节度调节，，以及天气预报以及天气预报、、

航班查询等各类功能航班查询等各类功能，，更更

能通过百度随心听聆听音能通过百度随心听聆听音

乐乐、、新闻及有声读物新闻及有声读物，，尽尽

享独一无二的智趣体验享独一无二的智趣体验。。

随着上汽通用汽车首随着上汽通用汽车首

次大规模车载互联系统次大规模车载互联系统

OTAOTA 升 级 的 全 面 启 动升 级 的 全 面 启 动 ，，

20212021款凯迪拉克款凯迪拉克CTCT55将在将在

后续通过持续的后续通过持续的OTAOTA远程远程

升级升级，，不断优化交互界面不断优化交互界面

与车联应用与车联应用，，推出包含个推出包含个

性化内容推送性化内容推送、、智能化场智能化场

景推荐在内的景推荐在内的““个性主个性主

页页””等丰富功能等丰富功能。。今后还今后还

将保持一年多次的更新频将保持一年多次的更新频

率率，，带来更智能的语音交带来更智能的语音交

互互、、更丰富的内容资源更丰富的内容资源、、

更炫酷的人机界面和更多更炫酷的人机界面和更多

主动服务主动服务。。

（林燕）

本报记者 顾行成

岁末年初岁末年初，，在不到在不到11个月个月

的时间里的时间里，，寒潮多次来袭寒潮多次来袭，，

新冠肺炎疫情更是蠢蠢欲新冠肺炎疫情更是蠢蠢欲

动动，，全国出现了不少中全国出现了不少中、、高高

风险地区风险地区。。20212021 年的车市年的车市，，

就这么开锣了就这么开锣了。。

““有一次去下属网点有一次去下属网点，，车车

开出去没多久就被撞了开出去没多久就被撞了，，最最

后只能坐火车去后只能坐火车去。。北疆天冷北疆天冷

雪多雪多，，路上总免不了结冰路上总免不了结冰，，

但网点不能不去但网点不能不去。。””上汽大通上汽大通

伊犁皮卡直营店总经理王毅伊犁皮卡直营店总经理王毅

告诉记者告诉记者。。

20202020 年年 55 月月，，王毅正式王毅正式

从库尔勒转战伊犁从库尔勒转战伊犁，，建设直建设直

营店和网点营店和网点，，开拓当地的皮开拓当地的皮

卡市场卡市场。。在库尔勒在库尔勒，，王毅和王毅和

他的团队曾经在一个月的时他的团队曾经在一个月的时

间里销售了间里销售了6868辆皮卡辆皮卡，，创下创下

了上汽大通皮卡的单月销售了上汽大通皮卡的单月销售

纪录纪录。。

据王毅介绍据王毅介绍，，每年开头每年开头

的的11月和月和22月月，，一般是全年最一般是全年最

冷的时候冷的时候，，新疆的车市通常新疆的车市通常

也也““冷冷””，，很少会有人专程出很少会有人专程出

来买车来买车，，很多人选择在家的很多人选择在家的

周围周围““猫冬猫冬””，，往往要到往往要到33月月

份份，，市场才会逐渐回暖市场才会逐渐回暖。。

““如果按以前的做法如果按以前的做法，，那那

就是安排销售员在店里打打就是安排销售员在店里打打

潜客电话潜客电话，，能卖一辆是一能卖一辆是一

辆辆，，大家先一起把这个冬天大家先一起把这个冬天

熬过去熬过去，，等到等到33月份再出去做月份再出去做

市场市场。。””王毅说道王毅说道，，““但我就但我就

是觉得是觉得，，这样是肯定不行这样是肯定不行

的的，，尤其是当市场竞争非常尤其是当市场竞争非常

激烈激烈，，而你还不具备压倒性而你还不具备压倒性

优势的时候优势的时候，，和他人同进同和他人同进同

退退，，可能连喝汤都喝不到热可能连喝汤都喝不到热

乎的乎的。。””

就像以前在库尔勒每月就像以前在库尔勒每月

都要开车数千公里巡视网点都要开车数千公里巡视网点

一样一样，，王毅依旧不改行动派王毅依旧不改行动派

的本色的本色，，他已经决定要在这他已经决定要在这

两个月里两个月里，，在伊犁和下属网在伊犁和下属网

点把市场拓展活动搞起来点把市场拓展活动搞起来。。

““现在虽然气候恶劣现在虽然气候恶劣，，条件艰条件艰

苦了点苦了点，，但可以先把市场做但可以先把市场做

起来起来，，抓住机会抓住机会，，抢到先抢到先

手手，，至少让消费者留下我们至少让消费者留下我们

的印象的印象，，等到等到33月份市场热闹月份市场热闹

起来起来，，我们再去推一下我们再去推一下，，效效

果会好得多果会好得多。。””在记者打电话在记者打电话

给王毅的时候给王毅的时候，，他正在为过他正在为过

几天再下一次网点做准备几天再下一次网点做准备。。

机会和订单都不会从天机会和订单都不会从天

上掉下来上掉下来。。近段时间近段时间，，王毅王毅

还搞了一场老客户答谢活还搞了一场老客户答谢活

动动，，客户在家躲雪客户在家躲雪““猫冬猫冬””，，

那他们就带着礼物那他们就带着礼物，，开着新开着新

车去给客户送上心意车去给客户送上心意，，顺带顺带

展示下新车展示下新车，，做个邀约做个邀约，，““除除

了在店里瞎等了在店里瞎等，，总有能干的总有能干的

事情的事情的，，那就捡着能干的事那就捡着能干的事

情赶快干了情赶快干了。。””王毅说王毅说。。

如果要形容上汽大通整如果要形容上汽大通整

车耐久试验工程师陈秋慈最车耐久试验工程师陈秋慈最

近一段日子在黑河的工作近一段日子在黑河的工作，，

““两点一线两点一线””无疑是最贴切不无疑是最贴切不

过的过的。。一个点是宾馆一个点是宾馆，，另一另一

个点就是测试的车辆个点就是测试的车辆，，那根那根

线就是陈秋慈开着测试车辆线就是陈秋慈开着测试车辆

在黑河大小马路上留下的轨在黑河大小马路上留下的轨

迹迹。。除此之外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就没有别的

了了。。

““疫情管理最严格的那段疫情管理最严格的那段

日子里日子里，，人员一上车人员一上车，，车门车门

上就给贴了封条上就给贴了封条，，测试人员测试人员

只能呆在车内只能呆在车内，，直到回到宾直到回到宾

馆馆，，才可以解封才可以解封。。””陈秋慈的陈秋慈的

同事同事、、被紧急调派到海拉尔被紧急调派到海拉尔

试车的整车耐久道路测试工试车的整车耐久道路测试工

程师刁峰告诉记者程师刁峰告诉记者。。

去年夏天去年夏天，，新疆发生疫新疆发生疫

情的时候情的时候，，陈秋慈恰好被困陈秋慈恰好被困

在吐鲁番在吐鲁番；；今年年初今年年初，，黑河黑河

传来警报的时候传来警报的时候，，他又被困他又被困

在了黑河在了黑河。。““其实也还好其实也还好，，没没

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困难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困难。。只只

是大夏天是大夏天，，在吐鲁番路试的在吐鲁番路试的

时候还要带着口罩时候还要带着口罩，，55分钟就分钟就

全湿了全湿了；；冬天的黑河冬天的黑河，，没说没说

几句话几句话，，口罩又结冰了口罩又结冰了。。””有有

着着““非一般经历非一般经历””的陈秋慈的陈秋慈

告诉记者告诉记者，，““其实这种事情其实这种事情，，

习惯了就好了习惯了就好了，，最关键的最关键的，，

还是怎么样顶着种种限制想还是怎么样顶着种种限制想

办法完成测试任务办法完成测试任务。。””

““我们这里一共有我们这里一共有 88 辆车辆车

等着测试等着测试，，工作不能停工作不能停，，如如

果等到疫情结束后再继续果等到疫情结束后再继续，，

那肯定会影响到车辆的量产那肯定会影响到车辆的量产

和上市进度和上市进度。。””陈秋慈和刁峰陈秋慈和刁峰

都和记者表达了同样的意思都和记者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黑 河 的 疫 情 警 报 一 拉黑 河 的 疫 情 警 报 一 拉

响响，，陈秋慈就第一时间从试陈秋慈就第一时间从试

车场把车场把88辆车都辆车都““抢抢””回了驻回了驻

地地，，有过有过““经验经验””的他知的他知

道道，，也许只要隔一个晚上也许只要隔一个晚上，，

试车场就不再对外开放了试车场就不再对外开放了。。

““在这种时候在这种时候，，时间都是要靠时间都是要靠

‘‘抢抢’’出来的出来的，，拖一拖拖一拖、、等一等一

等都会出事等都会出事。。果然果然，，第二天第二天

我们就被通知进不去试车场我们就被通知进不去试车场

了了，，幸好车辆及设备拉了回幸好车辆及设备拉了回

来来，，工作至少还能在市区道工作至少还能在市区道

路基本持续下去路基本持续下去。。””陈秋慈告陈秋慈告

诉记者诉记者。。

11月月44日晚上日晚上，，还在上海还在上海

的刁峰接到了紧急通知的刁峰接到了紧急通知，，要要

他带着另一批测试车辆火速他带着另一批测试车辆火速

赶到海拉尔赶到海拉尔，，与陈秋慈隔空与陈秋慈隔空

合作合作，，完成测试车辆的整车完成测试车辆的整车

耐久试验耐久试验。。

““去年春天去年春天，，全国疫情最全国疫情最

严重的时候严重的时候，，我也被困在东我也被困在东

北北，，当时情况比现在还严当时情况比现在还严

峻峻 ，， 我 们 都 是 一 下 子 被我 们 都 是 一 下 子 被

‘‘赶赶’’出黑河的出黑河的，，后来只好就后来只好就

近在哈尔滨近在哈尔滨，，遥控黑河当地遥控黑河当地

的工作人员完成测试工作的工作人员完成测试工作。。””

11月月88日日，，刁峰已经在海拉尔刁峰已经在海拉尔

处理完各种前期准备工作处理完各种前期准备工作，，

开始投入测试工作开始投入测试工作，，已是已是

““经验老到经验老到””的他在电话那端的他在电话那端

告诉记者告诉记者，，““当你心里只装着当你心里只装着

工作的时候工作的时候，，一些外界的障一些外界的障

碍碍，，哪怕是像疫情这样的不哪怕是像疫情这样的不

可抗力可抗力，，总归能想到办法绕总归能想到办法绕

过去的过去的。。””

本报记者 邹勇

““水管水管、、地面地面、、墙面都墙面都

结冰了结冰了，，就连等待施工的车就连等待施工的车

辆都结冰了辆都结冰了，，我们会尽最大我们会尽最大

努力为客户排忧解难努力为客户排忧解难。。能得能得

到客户的信任到客户的信任，，是车享家人是车享家人

最幸福的事最幸福的事。。””虽然室外天虽然室外天

寒地冻寒地冻，，车享家长沙梅溪湖车享家长沙梅溪湖

店店长陈杰的手已经冻僵店店长陈杰的手已经冻僵，，

但这并没有减弱他为客户服但这并没有减弱他为客户服

务的热情务的热情，，他依然在室外忙他依然在室外忙

碌着碌着。。

身着蓝色工作服的车享身着蓝色工作服的车享

家工作人员被客户亲切地称家工作人员被客户亲切地称

为为““蓝精灵蓝精灵””。。20212021 年新年年新年

伊始伊始，，寒潮来袭寒潮来袭，，气温骤气温骤

降降。。全国各地的车享全国各地的车享““蓝精蓝精

灵灵””们迎着雨雪冲锋在前们迎着雨雪冲锋在前，，

坚守在服务一线坚守在服务一线。。

在长沙在长沙，，不少客户的爱不少客户的爱

车在这雨雪冰冻天发生了故车在这雨雪冰冻天发生了故

障障，，车享家长沙梅溪湖店的车享家长沙梅溪湖店的

门店技师吕永万正逐一为客门店技师吕永万正逐一为客

户诊断排故户诊断排故。。““虽然维修工虽然维修工

作量一下子增加了作量一下子增加了，，但为了但为了

不辜负客户的信任不辜负客户的信任，，就算放就算放

弃 休 息弃 休 息 ，， 我 也 会 完 成 任我 也 会 完 成 任

务务。。””

在无锡在无锡，，车享家无锡中车享家无锡中

大颐园店技师彭国忠正在忙大颐园店技师彭国忠正在忙

着给客户检查轮胎着给客户检查轮胎、、电瓶电瓶，，

添加防冻液添加防冻液、、玻璃水玻璃水。。““明明

天客户要跑高速天客户要跑高速，，车况检查车况检查

一步都不能少一步都不能少，，一定要确保一定要确保

行车安全行车安全，，希望客户明天一希望客户明天一

路顺风路顺风，，平安回家平安回家。。””夜已夜已

深深，，店里的另一名技师韩雷店里的另一名技师韩雷

仍在等待着一位客户到店维仍在等待着一位客户到店维

修汽车修汽车。。““既然我答应了客既然我答应了客

户无论多晚都会等他户无论多晚都会等他，，那么那么

我一定信守承诺我一定信守承诺，，客户的平客户的平

安就是我最大的心愿安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车享车享““蓝精灵蓝精灵””以实际以实际

行动获得了客户的信任行动获得了客户的信任。。客客

户白先生表示户白先生表示：：““天气这么天气这么

冷冷，，师傅给我修车的时候丝师傅给我修车的时候丝

毫不马虎毫不马虎，，非常敬业非常敬业、、可可

靠靠。。””面对凛冽寒潮面对凛冽寒潮，，车享车享

家开辟出温暖的通道家开辟出温暖的通道，，为车为车

主安全出行保驾护航主安全出行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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