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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增强危机感、紧迫感
上汽集团召开2020年度基层党组织书记述职评议会，陈虹要求

本报记者 严瑶

““能否在能否在‘‘司空见惯司空见惯’’

处发现问题处发现问题，，在看似在看似‘‘不可不可

能能’’中创造可能中创造可能，，为企业发为企业发

展抢占先机展抢占先机，，赢得战略主赢得战略主

动动，，是企业领导的职责和价是企业领导的职责和价

值所在值所在。。””11 月月 1919 日日，，在上在上

汽集团汽集团 20202020 年度党组织书年度党组织书

记抓基层党建工作和党风廉记抓基层党建工作和党风廉

政建设述职评议会上政建设述职评议会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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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党建工作提出新要求对党建工作提出新要求。。陈陈

虹表示虹表示，，在行业百年未有之在行业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中大变局中，，没有哪家企业可没有哪家企业可

以轻松以轻松““躺赢躺赢””。。党建工作党建工作

要提高站位要提高站位，，拓宽视野拓宽视野，，聚聚

焦企业转型升级发展的关键焦企业转型升级发展的关键

问题问题、、主攻方向进行总结和主攻方向进行总结和

谋划谋划，，为企业发展创造关键为企业发展创造关键

条件条件，，发挥好党组织发挥好党组织““把关把关

护航护航””的作用的作用。。

当天当天，，来自泛亚技术中来自泛亚技术中

心心、、申沃客车申沃客车、、车享科技车享科技、、

股权投资公司股权投资公司、、制动系统制动系统55

家单位的党组织书记进行了家单位的党组织书记进行了

口头述职口头述职，，总结了各自在总结了各自在

20202020 年党建工作中的新探年党建工作中的新探

索索、、新做法新做法，，并接受现场民并接受现场民

主测评主测评。。陈虹对陈虹对55位党组织位党组织

书记的述职情况进行了点书记的述职情况进行了点

评评。。上汽集团党委副书记上汽集团党委副书记、、

副总裁周郎辉主持会议副总裁周郎辉主持会议。。集集

团党委委员团党委委员、、政工部室负责政工部室负责

人人、、各企业党组织书记各企业党组织书记、、述述

职企业行政领导及部分集团职企业行政领导及部分集团

任期制党代表等出席会议任期制党代表等出席会议。。

随着汽车行业加速向随着汽车行业加速向

““新四化新四化””发展发展，，企业对人才企业对人才

的需求也在转变的需求也在转变。。近年来近年来，，

上汽旗下企业在干部人事制上汽旗下企业在干部人事制

度改革度改革、、人才队伍年轻化人才队伍年轻化、、

党建服务中心工作等方面做党建服务中心工作等方面做

出积极探索出积极探索，，努力寻找出一努力寻找出一

条适合企业发展的新路径条适合企业发展的新路径。。

““虽然这项工作已经起虽然这项工作已经起

步步，，但启动的速度但启动的速度、、推进的推进的

力度力度、、方式方法的管用程度方式方法的管用程度

还远远不够还远远不够。。””陈虹指出陈虹指出，，

这个这个““不够不够””是相对于市场是相对于市场

竞争的激烈程度竞争的激烈程度、、相对于外相对于外

部环境的变化程度而言的部环境的变化程度而言的，，

反映在思想深处反映在思想深处，，““是危机是危机

感感、、紧迫感还不够强紧迫感还不够强。。””

今年是今年是““十四五十四五””开局开局

之年之年，，一切工作必须一切工作必须““朝前朝前

排排、、向前赶向前赶””。。陈虹要求陈虹要求，，

在持续抓好疫情常态化防控在持续抓好疫情常态化防控

工作的同时工作的同时，，上汽旗下各企上汽旗下各企

业一方面要抓好谋篇布局业一方面要抓好谋篇布局，，

把党建工作融入企业把党建工作融入企业““十四十四

五五””发展规划中统筹谋划发展规划中统筹谋划，，

确保党建工作始终围绕中确保党建工作始终围绕中

心心、、服务大局服务大局，，特别是要以特别是要以

集团和企业标志性项目为牵集团和企业标志性项目为牵

引引，，推动各方资源向标志性推动各方资源向标志性

项目集聚和协同项目集聚和协同，，形成同向形成同向

发力发力、、深度融合的格局深度融合的格局。。另另

一方面一方面，，要加强思想和文化要加强思想和文化

引领引领，，抓好抓好““榜样榜样””示范示范，，

营造向奋斗者学习的浓郁氛营造向奋斗者学习的浓郁氛

围围。。

““上汽要加快推进干部上汽要加快推进干部

人事制度改革人事制度改革，，推动更多员推动更多员

工跳出工跳出‘‘舒适区舒适区’’，，走进走进

‘‘奋斗区奋斗区’’。。””陈虹表示陈虹表示，，各各

企业党组织要充分认识改革企业党组织要充分认识改革

的重要性的重要性，，通过选人用人通过选人用人、、

激励分配激励分配、、评选表彰等制度评选表彰等制度

流程流程，，把具有创新把具有创新、、奋斗精奋斗精

神的员工识别出来神的员工识别出来，，给予这给予这

些员工更多认可和发展机些员工更多认可和发展机

会会。。

围绕创新发展新要求围绕创新发展新要求，，

上汽在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上汽在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

同时同时，，要营造出市场导向要营造出市场导向、、

绩效导向和价值创造导向的绩效导向和价值创造导向的

““狼性狼性””文化文化，，增进增进““干部干部

能上能下能上能下””主要靠成绩主要靠成绩，，

““员工能进能出员工能进能出””主要靠能主要靠能

力力，，““收入能增能减收入能增能减””主要主要

靠效益的思想共识靠效益的思想共识。。

陈虹提出陈虹提出，，““企业党组企业党组

织要引导员工把自身的成长织要引导员工把自身的成长

融入企业的发展融入企业的发展，，在实现人在实现人

生价值的同时生价值的同时，，也为组织创也为组织创

造价值造价值，，构建起企业与员工构建起企业与员工

互利共赢的价值共同体互利共赢的价值共同体，，进进

一步激发员工干事创业的热一步激发员工干事创业的热

情情。。””

本报记者 林安东

““20302030 碳 达 峰碳 达 峰 、、 20602060

碳中和碳中和””的国际承诺已许的国际承诺已许

下下，，汽车革命迈向以智能汽车革命迈向以智能

化化、、网联化为核心的中高网联化为核心的中高

级发展阶段级发展阶段，，我们该如何我们该如何

审视新能源汽车面临的新审视新能源汽车面临的新

发展格局发展格局？？

日前日前，，中国电动汽车中国电动汽车

百人会高层论坛在北京召百人会高层论坛在北京召

开开。。围绕中国新能源汽车围绕中国新能源汽车

产业未来两年的发展产业未来两年的发展，，政政

府部门与汽车府部门与汽车、、能源能源、、交交

通通、、城市城市、、通讯等领域的通讯等领域的

代表开展了深入探讨代表开展了深入探讨。。

作为中国汽车企业的作为中国汽车企业的

代表之一代表之一，，上汽集团也受上汽集团也受

邀参会邀参会。。上汽集团总裁王上汽集团总裁王

晓秋以晓秋以““打造极致体验打造极致体验，，

创造用户需求创造用户需求””为题为题，，同同

与会者分享了上汽发展新与会者分享了上汽发展新

能源汽车的思考与实践能源汽车的思考与实践。。

“‘“‘极致极致’’最大的作最大的作

用不是需求替代用不是需求替代，，而是需而是需

求创造求创造。。就像在智能手机就像在智能手机

出现之前出现之前，，传统功能机市传统功能机市

场已经进入到场已经进入到‘‘需求平台需求平台

期期’’，，但是智能手机的出但是智能手机的出

现现，，不仅给手机赋予了新不仅给手机赋予了新

的应用场景和功能体验的应用场景和功能体验，，

极大地降低了使用门槛极大地降低了使用门槛，，

增强了使用黏性增强了使用黏性，，也让全也让全

球手机需求量出现新的爆球手机需求量出现新的爆

发式增长发式增长。。试想试想，，如果智如果智

能手机的设计理念不是能手机的设计理念不是

‘‘跳脱传统跳脱传统’’的极致创新的极致创新，，

而是更高的通话质量而是更高的通话质量、、更更

长的待机时间等传统维度长的待机时间等传统维度

的比拼的比拼，，那么今天的手机那么今天的手机

仍旧只是通讯工具仍旧只是通讯工具，，决没决没

有现在的影响和地位有现在的影响和地位。。””王王

晓秋举了个生动的例子晓秋举了个生动的例子。。

他认为他认为，，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

的的““极致极致””应该是通过赋应该是通过赋

予新的内涵让用户感到予新的内涵让用户感到

““极为别致极为别致””，，而不是用传而不是用传

统思路统思路，，和燃油车比生命和燃油车比生命

周期成本周期成本、、比续航里程比续航里程，，

把传统的性能指标做到极把传统的性能指标做到极

致致。。特别是当互联网企业特别是当互联网企业

喊着喊着““降维打击降维打击””跨界呼跨界呼

啸而来的时候啸而来的时候，，汽车企业汽车企业

更需要更需要““升维思考升维思考””，，跳脱跳脱

传统的竞争维度传统的竞争维度，，打造新打造新

的极致体验的极致体验。。

上汽要在哪几个方面上汽要在哪几个方面

打造极致体验打造极致体验？？王晓秋指王晓秋指

出出：：第一第一，，打造极致的产打造极致的产

品体验品体验。。要将上汽在新能要将上汽在新能

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技术上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技术上

多年积累的创新成果多年积累的创新成果，，以以

及全球顶尖合作伙伴的前及全球顶尖合作伙伴的前

瞻技术充分集成到智己汽瞻技术充分集成到智己汽

车产品上车产品上，，从首款轿跑产从首款轿跑产

品开始品开始，，打造具有生命进打造具有生命进

化能力的化能力的““新物种新物种””。。第第

二二，，打造极致的服务体打造极致的服务体

验验。。从销售环节开始从销售环节开始，，智智

己采用全渠道零售模式己采用全渠道零售模式，，

实现多触点直达用户实现多触点直达用户，，给给

予用户符合个性需求予用户符合个性需求、、极极

致便利的产品体验致便利的产品体验。。在售在售

后环节后环节，，智己将通过直联智己将通过直联

用户用户、、会员积分管理会员积分管理、、活活

动运营等方式动运营等方式，，实现全生实现全生

命周期的用户运营命周期的用户运营。。第第

三三，，打造极致的价值体打造极致的价值体

验验。。用户对车企而言用户对车企而言，，不不

只是产品及服务的消费只是产品及服务的消费

方方，，更是对车企技术更是对车企技术、、产产

品品、、服务的更新迭代起到服务的更新迭代起到

推动作用的贡献者推动作用的贡献者。。智己智己

将以数字权益的形式将以数字权益的形式，，确确

认用户贡献的数据价值认用户贡献的数据价值。。

通过重构用户与企业的关通过重构用户与企业的关

系系，，除了让用户成为车辆除了让用户成为车辆

的拥有者之外的拥有者之外，，更要让用更要让用

户成为智己品牌和企业发户成为智己品牌和企业发

展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展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召开，王晓秋代表上汽发言

“打造极致体验，创造用户需求”

本报记者 林芸

11月月1818日日，，上汽集团工会上汽集团工会

召开三届五次工会全委召开三届五次工会全委 （（扩扩

大大））会议会议，，上汽集团工会主席上汽集团工会主席

钟立欣出席并作工作报告钟立欣出席并作工作报告，，上上

汽集团工会常委汽集团工会常委、、委员和经审委员和经审

委员委员，，以及直管企业工会正副以及直管企业工会正副

主席等参加会议主席等参加会议。。

钟 立 欣 表 示钟 立 欣 表 示 ，， 20202020 年年 ，，

上汽集团各级工会紧紧围绕服上汽集团各级工会紧紧围绕服

务经济工作和服务职工所需两务经济工作和服务职工所需两

大服务主题开展工作大服务主题开展工作。。

面对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面对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

严峻考验严峻考验，，上汽各级工会紧紧上汽各级工会紧紧

围绕疫情防控和企业发展大围绕疫情防控和企业发展大

局局，，动员带领广大职工抗疫动员带领广大职工抗疫、、

防疫防疫、、复工复产复工复产。。面对艰难的面对艰难的

汽车市场环境汽车市场环境，，上汽集团工会上汽集团工会

重点抓好重点抓好““车有惠车有惠””营销立功营销立功

竞赛竞赛，，进一步激发了职工推广进一步激发了职工推广

品牌品牌、、推介车辆的积极性和主推介车辆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动性，，助推了上汽整车销售助推了上汽整车销售。。

同时同时，，上汽工会继续发挥上汽上汽工会继续发挥上汽

各级先锋号帮扶中心的作用各级先锋号帮扶中心的作用，，

做好帮扶工作做好帮扶工作，，开展元旦春节开展元旦春节

集团领导家访慰问集团领导家访慰问、、低保职工低保职工

定补定补、、退休劳模慰问等项目退休劳模慰问等项目。。

钟 立 欣 指 出钟 立 欣 指 出 ，， 20212021 年年 ，，

各级工会要紧紧围绕上汽集团各级工会要紧紧围绕上汽集团

““十四五十四五””擘画的新蓝图擘画的新蓝图，，聚聚

焦干部大会确定的新任务焦干部大会确定的新任务，，看看

到变到变、、把握新把握新、、坚持改坚持改、、加油加油

干干，，立足新起点立足新起点、、谋划新思谋划新思

路路、、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开创新局开创新局

面面，，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开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开

展工作展工作：：继续深化立功竞赛继续深化立功竞赛，，

不断创新立功竞赛的形式与内不断创新立功竞赛的形式与内

容容，，突出有效性和持续性突出有效性和持续性；；以以

筹办第筹办第 4646 届世界技能大赛为届世界技能大赛为

契机契机，，广泛开展多层次职业技广泛开展多层次职业技

能竞赛活动能竞赛活动，，营造良好的创新营造良好的创新

氛围氛围；；站稳依法维权基点站稳依法维权基点，，推推

进共商进共商、、共建共建、、共享共享，，保稳保稳

定定、、筑和谐筑和谐；；做深做深、、做细帮扶做细帮扶

工作工作，，大力推广大力推广““暖心人暖心人””队队

伍伍，，并为重点人群撑起并为重点人群撑起““保护保护

伞伞””；；用力撬动服务基层的支用力撬动服务基层的支

点点，，为提高工会工作整体水平为提高工会工作整体水平

不懈努力不懈努力。。

看到变、把握新、坚持改、加油干

上汽工会召开三届五次
工会全委（扩大）会议

11月月1818日日，，上汽集团上汽集团20212021

年度纪检监察工作会议召开年度纪检监察工作会议召开。。

会议回顾总结了会议回顾总结了 20202020 年集团年集团

纪检监察主要工作纪检监察主要工作，，部署安排部署安排

了了 20212021 年主要任务年主要任务。。上汽集上汽集

团纪委书记团纪委书记、、监察专员詹锋出监察专员詹锋出

席会议席会议，，并作工作报告并作工作报告。。上汽上汽

集团纪委委员集团纪委委员、、直接投资并管直接投资并管

理企业纪委书记及副书记理企业纪委书记及副书记、、纪纪

律检查室主任及副主任律检查室主任及副主任，，以及以及

其他负责人员等其他负责人员等110110余人出席余人出席

了会议了会议。。

会 议 指 出会 议 指 出 ，， 20202020 年 以年 以

来来，，上汽集团纪委上汽集团纪委、、监察专员监察专员

办公室在推动集团全面从严治办公室在推动集团全面从严治

党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方面取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方面取

得新进展得新进展：：一是提高政治站一是提高政治站

位位，，践行四责协同践行四责协同，，协助党委协助党委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二是深化二是深化

日常监督日常监督，，强化风险防控强化风险防控，，并并

把教育预防贯穿整个过程把教育预防贯穿整个过程；；三三

是立足主业主责是立足主业主责，，实践四种形实践四种形

态态，，依法依纪依规开展执纪问依法依纪依规开展执纪问

责责；；四是强化内部管理四是强化内部管理，，加强加强

自身建设自身建设，，不断提升纪检队伍不断提升纪检队伍

的履职能力的履职能力。。

会议要求会议要求，，上汽集团各级上汽集团各级

纪检监察组织在部署和安排纪检监察组织在部署和安排

20212021 年工作中年工作中，，要不断提高要不断提高

政治站位政治站位，，做实做细监督工做实做细监督工

作作，，坚持严字当头坚持严字当头、、全面从严全面从严

治党治党、、严格落实管党治党责严格落实管党治党责

任任，，责任层层压实责任层层压实、、压力层层压力层层

传导传导，，横向到边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纵向到底。。

要根据中央纪委要根据中央纪委、、市纪委关于市纪委关于

做好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的重做好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的重

要讲话精神要讲话精神，，以及即将召开的以及即将召开的

中央纪委中央纪委、、市纪委全会的部署市纪委全会的部署

安排安排，，更加深刻把握落实好更加深刻把握落实好

““六个突出六个突出””总要求总要求，，并做好并做好

相关工作相关工作：：一是突出政治监一是突出政治监

督督，，协助落实新时代全面从严协助落实新时代全面从严

治党的政治责任治党的政治责任；；二是突出高二是突出高

质量发展主题主线质量发展主题主线，，一体推进一体推进

不敢腐不敢腐、、不能腐不能腐、、不想腐不想腐；；三三

是突出整治群众身边的腐败和是突出整治群众身边的腐败和

作风问题作风问题，，营造风清气正的良营造风清气正的良

好氛围好氛围；；四是突出发挥监督治四是突出发挥监督治

理效能理效能，，持续开展廉政合规风持续开展廉政合规风

险防控工作险防控工作；；五是突出严管厚五是突出严管厚

爱结合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激励约束并重，，优化优化

““四种形态四种形态””运用效果运用效果；；六是六是

突出突出““打铁还需自身硬打铁还需自身硬””，，不不

断提高纪检监察干部的履职尽断提高纪检监察干部的履职尽

责能力责能力。。

(宗何）

上汽集团召开
2021年度纪检监察工作会议

同向发力

形成深度融合

构建互利共赢

“价值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