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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汽大通又“抓”住一高净值人群

买完车买完车，，就决定兼职销售就决定兼职销售

本报记者 顾行成

““今年四月份今年四月份，，全球首全球首

辆辆 55GG 网红直播车就可以在网红直播车就可以在

溧阳工厂下线溧阳工厂下线，，预计五六月预计五六月

份的时候就能上目录了份的时候就能上目录了。。””

上汽大通新零售事业部上汽大通新零售事业部RR系系

销售运营高级经理宋凯告诉销售运营高级经理宋凯告诉

记者记者，，““那家第一个下了订那家第一个下了订

单单，，吃到吃到‘‘螃蟹螃蟹’’的直播机的直播机

构构，，还签约成为了上汽大通还签约成为了上汽大通

的的‘‘迈享客迈享客’’，，准备今后帮准备今后帮

着上汽大通一起销售着上汽大通一起销售‘‘网红网红

直播车直播车’’。。””

和炒股炒成了股东不和炒股炒成了股东不

同同，，买完车成为了买完车成为了““兼职销兼职销

售售””，，却是一件其乐融融却是一件其乐融融、、

皆大欢喜的事情皆大欢喜的事情 。。““迈享迈享

客客””就是上汽大通新零售生就是上汽大通新零售生

态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态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这是一辆独一无二的这是一辆独一无二的

55GG 网红直播车网红直播车，，零售价在零售价在

5050万元以上万元以上。。这也是一辆天这也是一辆天

生带着新零售基因的车生带着新零售基因的车，，所所

以那家机构买完车以那家机构买完车，，就直接就直接

选择当起了迈享客选择当起了迈享客。。””宋凯宋凯

说道说道。。

20202020年以来年以来，，上汽大通上汽大通

在汽车消费新零售形式方面在汽车消费新零售形式方面

多点布局多点布局，，包括在线直联的包括在线直联的

创新销售模式创新销售模式、、迈享客平迈享客平

台台、、越野学院等一系列汽车越野学院等一系列汽车

营销新玩法营销新玩法，，助推上汽大通助推上汽大通

不断探索最适合不断探索最适合CC22BB的销售的销售

运营模式运营模式。。

其中其中，，““迈享客迈享客””定位定位

为一个汽车文化社交为一个汽车文化社交、、创富创富

的社会平台和跨领域价值网的社会平台和跨领域价值网

络络，，只要实现从只要实现从““线索发线索发

现现 ”” 到到 ““ 成 功 转 化 为 订成 功 转 化 为 订

单单””，，上汽大通就将给予迈上汽大通就将给予迈

享客们丰厚的奖励享客们丰厚的奖励。。

同时同时，，平台还为平台还为““迈享迈享

客客””们提供了产品营销的全们提供了产品营销的全

链路数字化工具链路数字化工具，，助力助力““迈迈

享客享客””们完成产品推广们完成产品推广、、客客

户信息录入户信息录入、、用户在线管用户在线管

理理，，以及指导用户选配产以及指导用户选配产

品品、、下单支付等零售全过下单支付等零售全过

程程。。

据不完全统计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迈目前迈

享客平台上的个人享客平台上的个人““迈享迈享

客客””数量已累计超过了数量已累计超过了12001200

人人。。除了各行各业的社会达除了各行各业的社会达

人争相成为合伙人人争相成为合伙人，，甚至就甚至就

连汽车之家这样的平台巨连汽车之家这样的平台巨

头头，，也愿意主动去见证这种也愿意主动去见证这种

数字化转型的成功数字化转型的成功，，加盟成加盟成

为为““迈享客迈享客””的一员的一员。。

一次改装方案做下来一次改装方案做下来，，

上汽大通房车团队成员几乎上汽大通房车团队成员几乎

个个成了网红直播间的布置个个成了网红直播间的布置

专家专家 。。““我们平时也做直我们平时也做直

播播，，但如此系统地在车内实但如此系统地在车内实

现网红直播解决方案现网红直播解决方案，，估计估计

在全世界在全世界，，我们也是第一我们也是第一

家家。。””

据介绍据介绍，，55GG 网红直播网红直播

车涉及整车电控车涉及整车电控、、线束线束、、空空

调水暖调水暖、、车身布局车身布局、、内饰等内饰等

多个方面的全新调整多个方面的全新调整，，整车整车

也要被改造成容纳直播区也要被改造成容纳直播区、、

换衣区换衣区、、置物区置物区、、驾驶区和驾驶区和

生活区的工作与生活一体化生活区的工作与生活一体化

的空间的空间。。

以最核心的直播区为以最核心的直播区为

例例，，上汽大通房车团队的改上汽大通房车团队的改

装方案取消了中排座椅装方案取消了中排座椅，，把把

后排座椅后移后排座椅后移，，更换座椅软更换座椅软

包及风格包及风格，，座椅具有向前座椅具有向前//

向后放平功能向后放平功能，，增加直播视增加直播视

野野。。座椅边增设可折叠小桌座椅边增设可折叠小桌

板板。。座椅后座椅后（（换衣区前换衣区前））增增

加幕布加幕布，，下拉不接触地面下拉不接触地面，，

能自然垂直能自然垂直。。扶手柜增加多扶手柜增加多

个插座个插座，，同时配备同时配备 55GG 高速高速

网络网络，，满足用户的直播需满足用户的直播需

求求。。另外另外，，直播区增加直播区增加55个个

射灯射灯，，实现直线等距排列实现直线等距排列，，

可调节角度可调节角度，，近似投影效果近似投影效果

又兼容房车电源又兼容房车电源。。

““每隔一段时间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就会

出现一个新的定制单子出现一个新的定制单子，，每每

一个定制单子背后一个定制单子背后，，其实都其实都

是一个全新的市场细分需是一个全新的市场细分需

求求。。””宋凯表示宋凯表示，，““往往这种往往这种

需求是根本无法在存量市场需求是根本无法在存量市场

上找到替代解决方案的上找到替代解决方案的。。所所

以以，，上汽大通每解决一个定上汽大通每解决一个定

制需求制需求，，就等于又开辟了一就等于又开辟了一

块新的市场块新的市场。。””

据记者了解到据记者了解到，，此前上此前上

汽大通曾经为高原旅游定制汽大通曾经为高原旅游定制

并改装过一款自带制氧机的并改装过一款自带制氧机的

房车产品房车产品，，可以在高原地带可以在高原地带

行车时保持车内的富氧环行车时保持车内的富氧环

境境。。这款功能独特的这款功能独特的““氧吧氧吧

车车””，，不仅在青海当地的旅不仅在青海当地的旅

游市场一下子打开了局面游市场一下子打开了局面，，

就连千里之外的新疆地区就连千里之外的新疆地区，，

也同样采购了一批作为当地也同样采购了一批作为当地

旅游用车旅游用车。。

上汽集团董事长陈虹在上汽集团董事长陈虹在

20212021年干部大会上年干部大会上，，就上汽就上汽

集团的中长期发展提出集团的中长期发展提出，，要要

准确把握未来几年我国汽车准确把握未来几年我国汽车

产业发展中的产业发展中的““新关键变新关键变

量量””。。陈虹指出陈虹指出，，其中一个其中一个

关键变量就是用户人群关键变量就是用户人群，，企企

业要关注消费分级化的新趋业要关注消费分级化的新趋

势势。。例如例如，，重点关注高收入重点关注高收入

人群的扩容人群的扩容，，从而抓住机从而抓住机

会会，，带动消费的持续升级带动消费的持续升级。。

也正是从汽车之家加盟也正是从汽车之家加盟

开始开始，，上汽大通迈享客平台上汽大通迈享客平台

的业务模式由此前的个人迈的业务模式由此前的个人迈

享客入驻享客入驻，，新增添了企业迈新增添了企业迈

享客形态享客形态，，进一步拓宽了模进一步拓宽了模

式边界式边界，，为新零售带来了更为新零售带来了更

多想象空间多想象空间。。据介绍据介绍，，这次这次

加盟成为加盟成为““迈享客迈享客””的这家的这家

直播机构直播机构，，就是看好了网红就是看好了网红

直播经济的未来发展直播经济的未来发展，，而自而自

身又是直播生态圈的一员身又是直播生态圈的一员，，

可以将自身的优势资源与上可以将自身的优势资源与上

汽大通高度整合汽大通高度整合，，形成更具形成更具

有竞争力的垂直圈层服务有竞争力的垂直圈层服务。。

““这家直播机构本来就这家直播机构本来就

在四处寻找网红直播车的解在四处寻找网红直播车的解

决方案决方案，，后来辗转找到上汽后来辗转找到上汽

大通大通，，一眼就看中了上汽大一眼就看中了上汽大

通房车的定制方案通房车的定制方案，，不仅快不仅快

速下订速下订，，还表示愿意成为还表示愿意成为

‘‘迈享客迈享客’’，，准备在未来为上准备在未来为上

汽大通销售这款网红直播汽大通销售这款网红直播

车车。。””宋凯表示宋凯表示，，““有机构预有机构预

测测，，在遍布全国的大小网红在遍布全国的大小网红

中中，，大约有大约有3030万网红属于高万网红属于高

净值人群净值人群，，他们有着各种各他们有着各种各

样直播带货和旅游线路直播样直播带货和旅游线路直播

推荐的需求推荐的需求。。以前以前，，很多主很多主

播只能播只能‘‘八仙过海八仙过海，，各显神各显神

通通’’，，因地制宜地打造直播因地制宜地打造直播

环境环境，，但现在有了但现在有了 55GG 网红网红

直播车直播车，，相信会有很多人动相信会有很多人动

心的心的。。””

在数字化时代在数字化时代，，只有打只有打

造共生型组织造共生型组织，，才能更快速才能更快速

应对环境的不确定性和捕捉应对环境的不确定性和捕捉

转瞬即逝的市场机会转瞬即逝的市场机会。。各路各路

上汽大通的迈享客上汽大通的迈享客，，通过在通过在

各自不同社交生活圈层的互各自不同社交生活圈层的互

动动，，通过创新的新零售模式通过创新的新零售模式

实现了共创共享实现了共创共享，，促成了销促成了销

量转换和合作共赢量转换和合作共赢。。

而对于上汽大通而对于上汽大通MAXMAX--

USUS 而言而言，，与用户交互过程与用户交互过程

中获取的大量用户反馈与数中获取的大量用户反馈与数

据据，，也正驱动着企业不断优也正驱动着企业不断优

化组织流程和业务模式化组织流程和业务模式，，创创

造全新价值造全新价值。。

一手抓产品创新一手抓产品创新，，一手一手

抓模式创新抓模式创新。。面对汽车行业面对汽车行业

的变局的变局，，上汽大通正以上汽大通正以CC22BB

智能定制模式为基智能定制模式为基，，不断探不断探

索新时代背景下汽车零售模索新时代背景下汽车零售模

式的创新和组织模式的创式的创新和组织模式的创

新新，，探索着传统制造业新零探索着传统制造业新零

售领域的售领域的““大通模式大通模式””。。

迈好第一步 见到新气象

有人买完车，
决定要兼职销售

每一次定制，
都带来新的市场机会

抓新关键变量，
抢市场先机

公示

首席记者 阮希琼

浦东新高苑一期小区浦东新高苑一期小区

距离泛亚汽车技术中心仅距离泛亚汽车技术中心仅

33 公里公里，，不少泛亚员工是不少泛亚员工是

该小区的租客该小区的租客。。没想到没想到 22

月月 55 日日，，距离除夕夜不到距离除夕夜不到

一个星期一个星期，，由于疫情防控由于疫情防控

需要需要，，小区被列为中风险小区被列为中风险

地区地区，，暂停出入暂停出入。。居住在居住在

里面的里面的1919名泛亚员工度过名泛亚员工度过

了一个特殊的春节了一个特殊的春节。。

在患者确诊在患者确诊、、小区暂小区暂

停出入的前一天停出入的前一天，，当被通当被通

知要去做核酸检测时知要去做核酸检测时，，孙孙

剑的第一反应就是剑的第一反应就是““中奖中奖

了了””。。

孙剑是泛亚车身外饰孙剑是泛亚车身外饰

部的一名员工部的一名员工，，来自浙来自浙

江江。。往年往年，，他都会自驾回他都会自驾回

家乡过年家乡过年。。今年今年，，为了响为了响

应就地过年的号召应就地过年的号召，，他留他留

在了上海在了上海，，只是没想到只是没想到，，

整个小区暂停出入了整个小区暂停出入了。。

19921992 年出生的他自信年出生的他自信

身体不错身体不错，，春节期间更是春节期间更是

报名当起了志愿者报名当起了志愿者。。““在做在做

核酸检测时核酸检测时，，需要扫二维需要扫二维

码登记信息码登记信息，，有些老人不有些老人不

会会，，我们就帮忙做些引我们就帮忙做些引

导导。。现在隔一天晚上去巡现在隔一天晚上去巡

逻逻，，提醒居民做好防护提醒居民做好防护，，

同时防止有人从小区围栏同时防止有人从小区围栏

外塞东西进来外塞东西进来。。这段时这段时

间间，，所有物资都要统一从所有物资都要统一从

一个点通过消杀后才能送一个点通过消杀后才能送

入入。。””

还 是 单 身 小 伙 的 孙还 是 单 身 小 伙 的 孙

剑剑，，偶尔会和另一位泛亚偶尔会和另一位泛亚

的同事一起吃饭的同事一起吃饭。。过年过年

前前，，公司为他送来了一个公司为他送来了一个

““温暖食刻温暖食刻””大礼包大礼包，，里面里面

是一桌年夜饭是一桌年夜饭，，这让他十这让他十

分感动分感动。。

同样被这桌年夜饭感同样被这桌年夜饭感

动的还有泛亚试验认证部动的还有泛亚试验认证部

的孟凡婧的孟凡婧。。““里面都是熟里面都是熟

食食，，有八宝饭有八宝饭、、肘子等肘子等，，

太周到了太周到了。。””

更令孟凡婧感到暖心更令孟凡婧感到暖心

的是的是，，她看到她看到，，不只是被不只是被

隔离的泛亚员工收到了公隔离的泛亚员工收到了公

司的司的““温暖时刻温暖时刻””大礼大礼

包包。。““因为所有的物品都要因为所有的物品都要

统一在南门消杀后才能进统一在南门消杀后才能进

入入，，我去领的时候我去领的时候，，发现发现

旁边还有公司送给社区工旁边还有公司送给社区工

作人员的大礼包作人员的大礼包。。””这让孟这让孟

凡婧身为泛亚人感到自豪凡婧身为泛亚人感到自豪。。

““我们了解到我们了解到，，小区虽小区虽

然暂停出入了然暂停出入了，，但一些外但一些外

卖还是送得到的卖还是送得到的，，考虑到考虑到

过年过年，，租房的有很多是单租房的有很多是单

身小青年身小青年，，思来想去思来想去，，送送

一些熟食既方便一些熟食既方便，，又更有又更有

年味年味，，陪伴他们的温暖时陪伴他们的温暖时

刻刻。。””负责张罗这桌年夜饭负责张罗这桌年夜饭

的泛亚工会工作人员陶敏的泛亚工会工作人员陶敏

瑜说瑜说，，““同时同时，，我们在联系我们在联系

的过程中发现居委会人手的过程中发现居委会人手

挺紧张的挺紧张的，，他们看起来很他们看起来很

辛苦辛苦，，所以也为他们送去所以也为他们送去

了大礼包了大礼包。。””

比 孟 凡 婧比 孟 凡 婧 ““ 幸 运幸 运 ””

的的，，是泛亚电子系统及软是泛亚电子系统及软

件部的王杰件部的王杰，，他有两个室他有两个室

友友，，这个年过得相对这个年过得相对““有有

聊聊””些些。。““前几天都是在家前几天都是在家

办公办公，，后面过年放假了后面过年放假了，，

就看看书就看看书、、刷刷手机刷刷手机、、打打

打游戏打游戏。。””王杰说王杰说。。

无论是王杰还是他的无论是王杰还是他的

室友室友，，平时工作时平时工作时，，餐食餐食

都是在公司食堂解决都是在公司食堂解决，，周周

末外面吃末外面吃，，很少自己做很少自己做

饭饭。。当谈起怎么解决吃饭当谈起怎么解决吃饭

问题时问题时，，王杰玩笑道王杰玩笑道：：““我我

们们 33 个都不太会做饭个都不太会做饭，，在在

练习中练习中。。好在公司送了我好在公司送了我

一大包吃的一大包吃的，，太贴心了太贴心了。。””

谈起小区解封后最想谈起小区解封后最想

干的事干的事，，无论是谁无论是谁，，都提都提

到了要和大家好好聚聚到了要和大家好好聚聚。。

“这个年，安心又温暖”
19名泛亚员工的特殊春节

根据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关于开展2020年度新

闻记者证核验要求，《上海汽车报》对申领记者证

人员资格进行严格审核，现将名单公示，接受社会

监督。

拟核验新闻记者证名单：任晓东、奚文、甘文

嘉、林安东、李修惠、阮希琼、严瑶、顾行成、邹

勇、陆嗣音、王伟、林芸、张渊源、吴琼

公示期：2021年2月14日—24日。

举报电话：021-64339117

上海汽车报社有限公司
2021年2月14日

做起了志愿者

解封后要好好聚聚

一个人也很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