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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节后的复工复产保障节后的复工复产、、

推进数字化转型推进数字化转型、、研发测研发测

试试、、线上直播导流线上直播导流、、关心就关心就

地过年的员工……牛年开工地过年的员工……牛年开工

第一天第一天，，记者走进上汽通用记者走进上汽通用

的生产一线的生产一线、、研发一线研发一线、、营营

销一线销一线，，上汽通用汽车各个上汽通用汽车各个

业务板块的员工已迅速投入业务板块的员工已迅速投入

到了工作状态到了工作状态。。

今年今年11月月，，上汽通用汽车上汽通用汽车

努力获得开门红努力获得开门红，，11月销售整月销售整

车车 130077130077 辆辆 ，， 同 比 增 长同 比 增 长

33..6868%%，，这让员工们干劲十这让员工们干劲十

足足，，珍惜每一次机会珍惜每一次机会。。““真的真的

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今年一定要加今年一定要加

油干油干。。””武汉基地的一名员工武汉基地的一名员工

感叹感叹。。去年此时去年此时，，他们正想他们正想

尽一切办法复工复产尽一切办法复工复产，，如今如今

他们深感成绩取之不易他们深感成绩取之不易，，更更

珍惜新年里每个奋斗的机会珍惜新年里每个奋斗的机会。。

高高挂起的灯笼高高挂起的灯笼，，““牛运牛运

礼包免费领礼包免费领””的活动海报在的活动海报在

展厅中十分醒目展厅中十分醒目，，浦东的一浦东的一

家别克家别克44SS店内店内，，过年的喜庆过年的喜庆

气息依旧气息依旧。。一大早一大早，，这家店这家店

便迎来了开春第一位客人便迎来了开春第一位客人，，

““春节期间抢了一张免费车检春节期间抢了一张免费车检

和洗车的券和洗车的券，，也有打算换一也有打算换一

辆新车辆新车，，今天一起来看看今天一起来看看。。””

事实上事实上，，春节期间春节期间，，不不

少上汽通用汽车的少上汽通用汽车的44SS店都没店都没

打烊打烊。。““天天有活动天天有活动，，比如比如，，

大年初四大年初四、、初五的时候初五的时候，，消消

费者到店可以在许愿树下许费者到店可以在许愿树下许

愿愿。。到了正月十五到了正月十五，，我们就我们就

开直播抽取幸运客户送出礼开直播抽取幸运客户送出礼

品品。。””这家这家44SS店的经理说店的经理说。。

在另一头在另一头，，上汽通用汽上汽通用汽

车市场营销部也忙碌了起车市场营销部也忙碌了起

来来。。““我们要延续我们要延续‘‘春节不打春节不打

烊烊’’的势头的势头，，在节后快速唤在节后快速唤

醒市场醒市场。。””一位市场部的员工一位市场部的员工

说说。。刚开年刚开年，，他们的日程已他们的日程已

经全部排满了经全部排满了，，““要联合经销要联合经销

商一起做好广告宣传投放工商一起做好广告宣传投放工

作作、、区域巡游外展工作区域巡游外展工作、、展展

厅主题试驾工作厅主题试驾工作，，为展厅更为展厅更

好地导流好地导流。。””

新春佳节新春佳节，，不少员工选不少员工选

择留在上海就地过年择留在上海就地过年。。金桥金桥

南厂油漆车间为了减少对产南厂油漆车间为了减少对产

量的影响量的影响，，将水性漆改造安将水性漆改造安

排在春节假期进行排在春节假期进行，，年三十年三十

一早一早，，副总经理叶彪就到现副总经理叶彪就到现

场暖心慰问施工人员场暖心慰问施工人员。。

北厂通过在线平台调研北厂通过在线平台调研

后发现后发现，，留沪员工担心自己留沪员工担心自己

一日三餐的安排一日三餐的安排，，也希望节也希望节

日期间能观看电影和开展手日期间能观看电影和开展手

游娱乐游娱乐。。暖心行动从年夜饭暖心行动从年夜饭

开始开始。。北厂厂长范佳带领工北厂厂长范佳带领工

厂管理层来到员工租住地厂管理层来到员工租住地，，

平日的行政员工变身大厨平日的行政员工变身大厨，，

在厨房里一阵忙活在厨房里一阵忙活，，端出一端出一

盘盘热气腾腾的年菜盘盘热气腾腾的年菜，，留沪留沪

员工乐得唱起了家乡的小调员工乐得唱起了家乡的小调。。

““业务链各环节要时刻保业务链各环节要时刻保

持更加强烈的危机感和紧迫持更加强烈的危机感和紧迫

感感。。””节前节前，，公司总经理王永公司总经理王永

清在传达上汽集团干部大会清在传达上汽集团干部大会

精神时强调精神时强调。。他表示他表示，，要以要以

““业务数字化业务数字化、、数据业务化数据业务化””

等课题为抓手等课题为抓手，，全面推进产全面推进产

品创新品创新、、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服务创服务创

新新、、模式创新模式创新。。

谋开局谋开局，，更要抓落实更要抓落实。。

很快很快，，各个业务环节都行动各个业务环节都行动

了起来了起来。。

““除了常规的保障复工复除了常规的保障复工复

产工作产工作，，我们还在进一步推我们还在进一步推

进数字化转型进数字化转型。。””这两天这两天，，上上

汽通用汽车物流部与供应商汽通用汽车物流部与供应商

的电话会议一个接着一个的电话会议一个接着一个。。

““之前之前，，我们与关键的我们与关键的4040多家多家

一级供应商进行了平台对一级供应商进行了平台对

接接，，实现了工厂排产实现了工厂排产、、库库

存存、、物流等数据的实时同物流等数据的实时同

步步。。今年今年，，我们要把数字化我们要把数字化

平台进一步在供应商中延伸平台进一步在供应商中延伸

并推广并推广。。””相关负责人说相关负责人说。。

如何更好地支持公司再如何更好地支持公司再

拓新局拓新局，，是今年党委工作的是今年党委工作的

重点内容重点内容。。在在 20212021 年党群工年党群工

作务虚会上作务虚会上，，全体党群人员全体党群人员

学习上汽干部大会陈虹董事学习上汽干部大会陈虹董事

长长‘‘立足进立足进、、狠抓实狠抓实、、坚定坚定

拼拼’’的要求的要求，，研讨研讨1515项重点项重点

课题课题。。

值得一提的是值得一提的是，，数字化数字化

转型已经渗透到上汽通用汽转型已经渗透到上汽通用汽

车的方方面面车的方方面面。。除了业务除了业务，，

公司党委还通过公司党委还通过‘‘业务数据业务数据

化化’’将党群基础工作将党群基础工作、、员工员工

服务搬到线上服务搬到线上，，使流程做法使流程做法

数据化数据化、、可视化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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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汽通用汽车奋力拓新局上汽通用汽车奋力拓新局

迈好第一步 见到新气象

本报记者 严瑶

农历正月初六农历正月初六，，上汽红上汽红

岩生产线上热火朝天岩生产线上热火朝天。。在两在两

江新区装配车间江新区装配车间，，员工们已员工们已

进入到进入到““战斗战斗””状态状态：：两班两班

制满负荷生产制满负荷生产。。开年来开年来，，上上

汽红岩联合区域经销商在全汽红岩联合区域经销商在全

国多地掀起一波波交车热国多地掀起一波波交车热

潮潮，，重庆两江新区则成为重重庆两江新区则成为重

要的产能保供要的产能保供““大后方大后方””。。

今年今年11月月，，上汽红岩销售上汽红岩销售

重卡超过重卡超过 90009000 余辆余辆，，创下历创下历

史新高史新高。。其中其中，，牵引车销量牵引车销量

同比上升同比上升 9393%%，，向全年挑战向全年挑战

1010万辆目标奋力迈进万辆目标奋力迈进。。

““原本驾驶室的涂装和原本驾驶室的涂装和

焊接产能只有焊接产能只有 1515JPHJPH，，和总和总

装车间无法匹配装车间无法匹配。。””上汽红岩上汽红岩

车身工艺处的谭颜明告诉记车身工艺处的谭颜明告诉记

者者，，为了应对可能会出现的为了应对可能会出现的

产销高峰产销高峰，，他们必须利用春他们必须利用春

节假期节假期，，补上驾驶室制造产补上驾驶室制造产

能这块短板能这块短板。。

作为上汽红岩驾驶室扩作为上汽红岩驾驶室扩

能改造项目牵头人能改造项目牵头人，，刘嵩整刘嵩整

个假期都扑在项目上个假期都扑在项目上。。从施从施

工方案工方案、、供应商人员保障到供应商人员保障到

项目进度管控项目进度管控、、安全监管等安全监管等

工作工作，，他把时间安排得满满他把时间安排得满满

当当当当，，确保项目按节点完成确保项目按节点完成。。

正月初三开始正月初三开始，，上汽红上汽红

岩生产车间便开始逐渐运作岩生产车间便开始逐渐运作

起来起来。。““我们先对扩能改造后我们先对扩能改造后

的驾驶室产线进行小批量的的驾驶室产线进行小批量的

试制试制，，到到 22 月月 1717 日已完全达日已完全达

到到1717JPHJPH的既定能力的既定能力。。””谭颜谭颜

明说明说，，更大规模的生产改造更大规模的生产改造

正在进行正在进行，，““到年底到年底，，二期扩二期扩

能改造将全部完成能改造将全部完成，，届时能届时能

达到达到2626JPHJPH的生产能力的生产能力。。””

““今年今年，，一线员工的节一线员工的节

后储备情况要比往年有较大后储备情况要比往年有较大

改善改善。。””人力资源部的鲁宏彦人力资源部的鲁宏彦

说说，，““虽然生产线上仍有人员虽然生产线上仍有人员

缺口缺口，，但基本上能保证双班但基本上能保证双班

生产的需求生产的需求。。””

同时同时，，上汽红岩人力资上汽红岩人力资

源部联合综合管理部和工会源部联合综合管理部和工会

办公室还为留厂员工做好物办公室还为留厂员工做好物

资保障资保障。。

能有一番能有一番““开年即战开年即战””

的景象的景象，，和上汽红岩节前的和上汽红岩节前的

留渝动员不无关系留渝动员不无关系。。““今年春今年春

节不回家节不回家，，待在公司挣钱待在公司挣钱

花花！！””一条条接地气的宣传标一条条接地气的宣传标

语语，，提前挂在厂区内提前挂在厂区内。。““11 月月

中旬中旬，，我们就发布了就地过我们就发布了就地过

年的稳岗政策年的稳岗政策。。””鲁宏彦告诉鲁宏彦告诉

记者记者，，在制订奖励金额时在制订奖励金额时，，

企业对标了重庆当地标准企业对标了重庆当地标准，，

且形成了有竞争力的激励方且形成了有竞争力的激励方

案案。。““约约10001000名外省劳务派遣名外省劳务派遣

工中工中，，有近有近700700人决心留下人决心留下。。””

农历正月初三农历正月初三，，上汽红上汽红

岩东北黑吉中心经理倪辉通岩东北黑吉中心经理倪辉通

过过““云视频云视频””会议开始了他会议开始了他

的新一年工作的新一年工作。。““今年今年，，重卡重卡

行业的竞争主要集中在上半行业的竞争主要集中在上半

年年，，友商都没有放假友商都没有放假，，我们我们

更没有理由懈怠更没有理由懈怠。。””趁着春节趁着春节

这几天这几天，，倪辉把手里的经销倪辉把手里的经销

商网络又梳理了一遍商网络又梳理了一遍，，““目前目前

有效经销商数量在有效经销商数量在1212家家，，今今

年准备再新增年准备再新增66家家。。””

去年去年，，上汽红岩在东北上汽红岩在东北

地区完成销售地区完成销售 724724 辆辆。。““今今

年年，，我们的目标是实现销售我们的目标是实现销售

24502450辆辆，，就是翻三倍就是翻三倍。。””倪辉倪辉

说说。。由于倪辉住的地方属于由于倪辉住的地方属于

中风险地区中风险地区，，春节期间疫情春节期间疫情

防控依然严峻防控依然严峻。。““城市渣土车城市渣土车

现在最好卖现在最好卖，，哈尔滨在节前哈尔滨在节前

就有就有 200200 多辆重卡订单要交多辆重卡订单要交

付付，，目前都在交付中目前都在交付中。。在长在长

春春，，危化品特种车危化品特种车、、牵引车牵引车

都有新增订单都有新增订单。。””下一步下一步，，倪倪

辉和团队已计划好在短板牵辉和团队已计划好在短板牵

引车上继续下苦功引车上继续下苦功。。

双班生产双班生产，，开年即战开年即战！！

扩能改造忙

安顿好就地过年员工

开启“云视频”会议

生产生产、、营销营销
不停步不停步

本报记者 邹勇

本报通讯员 孙幼峰

““ 大 卖大 卖 ！！ 大 卖大 卖 ！！ 大大

卖卖！！””牛年伊始牛年伊始，，来自上汽来自上汽

大众营销和制造团队的员大众营销和制造团队的员

工异口同声地叫响了战斗工异口同声地叫响了战斗

口号口号，，为牛年新车大卖揭为牛年新车大卖揭

开篇章开篇章。。

大年初五大年初五，，在在““迎财迎财

神神””的爆竹声中的爆竹声中，，上汽大上汽大

众的销售门店开门迎客众的销售门店开门迎客，，

营销众将士擂响战鼓营销众将士擂响战鼓，，齐齐

唱战歌唱战歌。。当天当天，，上汽大众上汽大众

安亭汽车二厂安亭汽车二厂、、南京工南京工

厂厂、、仪征工厂仪征工厂、、长沙工厂长沙工厂

开工开工，，员工们对员工们对20212021年信年信

心满满心满满，，纷纷定下新年小纷纷定下新年小

目标目标。。安亭汽车二厂的李安亭汽车二厂的李

圣进表示圣进表示：：““希望在新的一希望在新的一

年里抢先机年里抢先机、、赋新能赋新能，，带带

领班组更上一层楼领班组更上一层楼。。””仪征仪征

工厂的孙前军表示工厂的孙前军表示：：““20212021

年要和小伙伴们一起持续年要和小伙伴们一起持续

提升提升、、不断突破不断突破，，一心一一心一

意造好车意造好车。。””

开工第一天开工第一天，，一场红一场红

红火火的红火火的““智造智造 新年第新年第

一一‘‘麦麦’”’”直播秀在上汽直播秀在上汽

大众大众品牌直播中心开大众大众品牌直播中心开

麦麦。。上汽大众制造执行总上汽大众制造执行总

监徐明峰监徐明峰、、新能源汽车工新能源汽车工

厂厂长徐治勤担任主咖厂厂长徐治勤担任主咖，，

他们用热情他们用热情、、专业的解说专业的解说

让用户深度了解上汽大众让用户深度了解上汽大众

MEBMEB 平 台 首 款 纯 电 动平 台 首 款 纯 电 动

SUVSUV————ID.ID.44 XX。。开播开播 1515

分钟分钟，，直播间总观看量达直播间总观看量达

22..33 万万，，总评论数达总评论数达 91009100

条条，，点赞数超过点赞数超过99..22万万，，为为

新一年的品牌传播打响第新一年的品牌传播打响第

一炮一炮。。

今年春节期间今年春节期间，，上汽上汽

大众有大众有45084508名员工就地过名员工就地过

年年。。为了让他们过一个热为了让他们过一个热

热闹闹热闹闹、、红红火火的大红红火火的大

年年，，上汽大众各级党组上汽大众各级党组

织织、、工会精心安排工会精心安排，，部门部门

““老娘舅老娘舅””关爱在前关爱在前，，关心关心

他们的衣食住行他们的衣食住行，，让他们让他们

感受到浓浓暖意感受到浓浓暖意。。

这个春节这个春节，，对上汽大对上汽大

众产品研发整车冬季测试众产品研发整车冬季测试

团队的团队的6161名成员来讲名成员来讲，，十十

分特殊分特殊。。为了确保测试进为了确保测试进

度度，，他们积极响应他们积极响应““就地就地

过年过年””的号召的号召，，驻留黑驻留黑

河河。。团队中的大部分成员团队中的大部分成员

都是第一次远离家人都是第一次远离家人，，异异

地过年地过年。。除夕夜除夕夜，，黑河市黑河市

委书记马里一行来到整车委书记马里一行来到整车

冬试团队入住的酒店冬试团队入住的酒店，，对对

团队成员进行慰问团队成员进行慰问。。同同

时时，，上汽大众产品研发执上汽大众产品研发执

行总监吴庆文行总监吴庆文，，以及高级以及高级

总监刘斌总监刘斌、、高级经理李春高级经理李春

也与现场进行了视频连也与现场进行了视频连

线线，，对坚守在一线的产品对坚守在一线的产品

研发员工表示感谢研发员工表示感谢。。

远在哈尔滨南岗区参远在哈尔滨南岗区参

与冬季试车的质保员工胡与冬季试车的质保员工胡

海平海平，，原本定于原本定于22月月55日返日返

沪沪。。由于南岗区有小区在由于南岗区有小区在

22 月月 11 日被列为中风险地日被列为中风险地

区区，，胡海平响应公司号胡海平响应公司号

召召，，决定就地过年决定就地过年。。部门部门

““老娘舅老娘舅””在支部领导下迅在支部领导下迅

速行动速行动，，一方面通过微一方面通过微

信信、、视频等方式视频等方式，，关心员关心员

工的日常生活工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另一方面

开展家属慰问开展家属慰问，，解除员工解除员工

后顾之忧后顾之忧。。腊月二十三是腊月二十三是

南方小年南方小年，，““老娘舅老娘舅””通过通过

视频视频，，送上新春祝福送上新春祝福，，询询

问防疫措施问防疫措施，，叮嘱个人防叮嘱个人防

护护。。胡海平感动不已胡海平感动不已：：““虽虽

然不能回家过年然不能回家过年，，但我感但我感

受到组织的温暖受到组织的温暖，，能为抗能为抗

疫出份力疫出份力，，我觉得值我觉得值！！””

营销党工团针对饭店营销党工团针对饭店

住宿青年开展走访慰问活住宿青年开展走访慰问活

动动，，送上新春礼包及书送上新春礼包及书

籍籍。。安亭汽车二厂安排了安亭汽车二厂安排了

管理者管理者、、““老娘舅老娘舅””，，与就与就

地过年的员工进行一对一地过年的员工进行一对一

““家人家人””配对配对，，大家不约而大家不约而

同地说同地说““去我家吃饭吧去我家吃饭吧！！””

安亭汽车三厂区开展安亭汽车三厂区开展

““金牛迎新春金牛迎新春””拜年视频大拜年视频大

赛赛，，各类视频时而煽情各类视频时而煽情、、

时而幽默时而幽默，，表达了大家对表达了大家对

家乡的思念家乡的思念、、对新春的憧对新春的憧

憬憬，，对就地过年员工的关对就地过年员工的关

怀怀。。包饺子包饺子、、做汤团做汤团、、聊聊

家常……发动机厂组织留家常……发动机厂组织留

沪员工开展团拜会沪员工开展团拜会，，感谢感谢

每位留沪员工的付出每位留沪员工的付出。。

“春节不打烊”再延续

按需定制，为爱守护

谋开局，抓落实

火力全开助大卖

让就地过年的员工
更有归属感

■ 上汽大众
■ 上汽通用汽车

站好新春第一班岗站好新春第一班岗，，奋力拓新局奋力拓新局

■ 上汽红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