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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好第一步 见到新气象

从头越，再出发

22 月月 1818 日日，，农历辛丑年农历辛丑年

正月初七正月初七。。一大早一大早，，上汽集上汽集

团召开总部干部会议团召开总部干部会议，，党委党委

书记书记、、董事长陈虹董事长陈虹，，党委副党委副

书记书记、、总裁王晓秋总裁王晓秋，，监事会监事会

主席沈晓苏等集团领导班子主席沈晓苏等集团领导班子

成员成员，，以及总部部室负责人以及总部部室负责人

出席出席。。在新春开工第一天在新春开工第一天，，

与会领导们脱稿讲话与会领导们脱稿讲话，，直面直面

问题问题，，直奔主题直奔主题，，应对挑战应对挑战

的危机感和抓机克危的紧迫的危机感和抓机克危的紧迫

感充满会场感充满会场。。会议要求会议要求，，要要

抓好抓好20212021年和年和““十四五十四五””双双

开局开局，，开好头开好头、、起好步起好步，，从从

头越头越、、再出发再出发。。

陈虹指出陈虹指出，，当前行业竞当前行业竞

争空前激烈争空前激烈，，上汽正处于新上汽正处于新

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一一

方面方面，，整车企业要进一步贴整车企业要进一步贴

近市场近市场，，增强服务用户的意增强服务用户的意

识和能力识和能力，，调整好产品结构调整好产品结构

和产销节奏和产销节奏，，主动作为主动作为、、出出

击市场击市场，，巩固向稳向好的运巩固向稳向好的运

行态势行态势；；另一方面另一方面，，上汽在上汽在

““新四化新四化””的跑道上要全力奔的跑道上要全力奔

跑跑，，推动新能源推动新能源、、智能网联智能网联

等新动能尽快落地等新动能尽快落地，，切实转切实转

化为市场上的化为市场上的““战斗力战斗力””。。面面

对新一年任务对新一年任务，，总部各部室总部各部室

要进一步发挥头脑型总部的要进一步发挥头脑型总部的

作用作用，，既当好一线作战的参既当好一线作战的参

谋部谋部，，也要做好服务前线的也要做好服务前线的

后勤部后勤部，，在服务基层在服务基层、、支持支持

一线的实践中不断提升能力一线的实践中不断提升能力。。

王晓秋提出王晓秋提出，，面对市场面对市场

新变化和新挑战新变化和新挑战，，上汽要把上汽要把

握风口握风口、、抓好销量抓好销量、、创新发创新发

展展。。一是要把握新能源和智一是要把握新能源和智

能网联的能网联的““风口风口””机遇机遇，，做出做出

更有竞争力的产品更有竞争力的产品，，打响上打响上

汽创新品牌汽创新品牌；；二是要抓好市二是要抓好市

场销售场销售，，加快销量回升步伐加快销量回升步伐，，

特别特别是新能源和海外销售等是新能源和海外销售等

要形成新增量要形成新增量；；三是要善于三是要善于

运用资本力量运用资本力量，，围绕创新围绕创新

链链，，优化产业链布局优化产业链布局。。上汽上汽

围绕新能源围绕新能源、、智能网联等关智能网联等关

键技术领域键技术领域，，已战略投资了宁已战略投资了宁

德时代德时代、、地地平线等多家明星企平线等多家明星企

业业，，后续将进一步加大在创后续将进一步加大在创

新链上的投资布局力度新链上的投资布局力度，，在在

实现良好实现良好投资回报的同时投资回报的同时，，

助力智己汽车等重大创新项助力智己汽车等重大创新项

目的落地推进目的落地推进。。 （宗何）

陈虹在节后上汽集团总部干部会议上指出，要继续以克难奋进、奋发有为
的精神状态，抓好2021年和“十四五”的双开局工作

每53秒下线一辆车

上汽亚洲最大总装车间牛年开工
本报记者 严瑶

一阵热闹的爆竹声后一阵热闹的爆竹声后，，

郝鹏龙回到熟悉的总装车郝鹏龙回到熟悉的总装车

间间，，开始了农历新年第一天开始了农历新年第一天

的工作的工作。。这个总装车间是上这个总装车间是上

汽集团在亚洲最大的总装车汽集团在亚洲最大的总装车

间间，，也是福建省目前设计产也是福建省目前设计产

能最大的新能源乘用车生产能最大的新能源乘用车生产

项目项目。。它的自动化设备应用它的自动化设备应用

比例高于行业标准比例高于行业标准，，拥有比拥有比

肩一线豪华品牌质量控制标肩一线豪华品牌质量控制标

准准。。去年去年，，这家工厂荣膺了这家工厂荣膺了

““20202020 年中国标杆智能工厂年中国标杆智能工厂””

称号称号。。

正月初四正月初四，，上汽乘用车上汽乘用车

宁德基地像每一个平常工作宁德基地像每一个平常工作

日 一 样日 一 样 ，， 保 持 着 高 效 的保 持 着 高 效 的

6060JPHJPH（（每小时产量每小时产量））生产节生产节

奏奏。。这意味着每分钟就能下这意味着每分钟就能下

线一辆车线一辆车。。““实际上实际上，，每每 5353

秒就有一辆车下线秒就有一辆车下线。。””上汽乘上汽乘

用车福建分公司党委副书用车福建分公司党委副书

记记、、工会主席赵荣华说工会主席赵荣华说。。

郝 鹏 龙 的 老 家 在 内 蒙郝 鹏 龙 的 老 家 在 内 蒙

古古，，作为上汽宁德基地总装作为上汽宁德基地总装

车间门线工段长车间门线工段长，，今年过今年过

年年，，他没有回家他没有回家。。““这是我第这是我第

一次在外面过年一次在外面过年。。没想到在没想到在

公司过年公司过年，，年味也这么浓年味也这么浓。。

厂里这么多兄弟姐妹在一厂里这么多兄弟姐妹在一

起起，，让人感觉到暖心让人感觉到暖心。。””郝鹏郝鹏

龙说龙说。。

随着随着MGMG55等新产品在市等新产品在市

场上热销场上热销，，上汽乘用车宁德上汽乘用车宁德

基地不断招兵买马基地不断招兵买马。。““这是公这是公

司急速成长的一年司急速成长的一年。。””上汽集上汽集

团宁德基地厂长张子俊不无团宁德基地厂长张子俊不无

感慨感慨，，““在经济寒冬和新冠肺在经济寒冬和新冠肺

炎疫情暴发的双重压力下炎疫情暴发的双重压力下，，

我 们 顺 利 保 证 了 科 莱 威我 们 顺 利 保 证 了 科 莱 威 、、

MGMG55 和和 MGMG 领航三款新车按领航三款新车按

时投产时投产，，成功实现了成功实现了 6060JPHJPH

产能爬坡产能爬坡，，还通过了安全还通过了安全、、环环

保保、、质质量体系认证等审核量体系认证等审核。。””

去年去年1212月月，，上汽乘用车上汽乘用车

宁德基地单月单班产量达到宁德基地单月单班产量达到

1868818688辆辆，，刷新了工厂成立以刷新了工厂成立以

来的新纪录来的新纪录。。““今年今年，，我们有我们有

两个小目标要完成两个小目标要完成。。在在 55 月月

完成双班的爬坡计划和在完成双班的爬坡计划和在 77

月每班提升至月每班提升至6565JPHJPH。。””张子张子

俊说俊说。。

目前目前，，上汽乘用车宁德上汽乘用车宁德

基地主要生产荣威基地主要生产荣威、、名爵等名爵等

品牌的新能源品牌的新能源、、传统能源汽传统能源汽

车车，，共计共计 55 个平台个平台、、1414 款车款车

型型。。““今年预计还会有两款新今年预计还会有两款新

车加入制造队列车加入制造队列，，还有十多还有十多

款改款车型即将投产款改款车型即将投产。。””

上汽宁德基地食堂主管上汽宁德基地食堂主管

于吉祥是这个除夕夜里最忙于吉祥是这个除夕夜里最忙

的人的人，，为照顾好来自五湖四为照顾好来自五湖四

海的海的““味蕾味蕾””，，上汽宁德基地上汽宁德基地

的年夜饭准备了两个方案的年夜饭准备了两个方案，，

既有北方的北京烤鸭既有北方的北京烤鸭、、锅包锅包

肉肉、、茴香牛肉茴香牛肉，，也有南方的也有南方的

白灼大明虾白灼大明虾、、红烧深海鱼红烧深海鱼、、

清蒸毛蟹等清蒸毛蟹等。。于吉祥说于吉祥说：：““今今

年年，，公司组织这么多人在一公司组织这么多人在一

起过年起过年，，觉得格外的开心觉得格外的开心。。””

今年今年，，上汽乘用车宁德上汽乘用车宁德

基地的产量目标是基地的产量目标是 3131 万辆万辆。。

为完成这个产量目标为完成这个产量目标，，管理管理

层带头留在宁德过年层带头留在宁德过年，，650650名名

外地员工积极响应外地员工积极响应，，留在宁留在宁

德过年德过年。。赵荣华说赵荣华说：：““在积极在积极

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我们我们

给大家准备了大年初二到初给大家准备了大年初二到初

四的免费观影活动四的免费观影活动。。在开工在开工

前一天举行拔河比赛前一天举行拔河比赛，，让大让大

家以最饱满的热情开新局家以最饱满的热情开新局、、

谱新篇谱新篇。。””

上汽乘用车宁德基地位上汽乘用车宁德基地位

于宁德市蕉城区七都镇于宁德市蕉城区七都镇，，距距

离主城区离主城区 1212 公里公里。。三年前三年前，，

这里还是一片海这里还是一片海。。

上汽集团董事长陈虹曾上汽集团董事长陈虹曾

在启动上汽乘用车宁德基地在启动上汽乘用车宁德基地

项目建设时表示项目建设时表示：：““对于宁对于宁

德基地德基地，，我们的发展定位我们的发展定位

是是，，发挥上汽在整车制造发挥上汽在整车制造、、

‘‘三电三电’’等领域的核心技术等领域的核心技术

优势优势，，依托福建省宁德市的依托福建省宁德市的

区位优势区位优势、、新能源汽车电池新能源汽车电池

的配套优势的配套优势，，加快建设上汽加快建设上汽

服务东南沿海地区服务东南沿海地区、、辐射东辐射东

南亚市场的重要整车基地南亚市场的重要整车基地。。””

记者在上汽乘用车宁德记者在上汽乘用车宁德

基地的生产车间看到基地的生产车间看到，，在一在一

排排左舵车中间排排左舵车中间，，不时还混不时还混

夹着几辆右舵车型夹着几辆右舵车型。。为了确为了确

保每一张订单装配准确保每一张订单装配准确，，基基

地创立了地创立了““一车一单一车一单””可视可视

化的质量追溯体系化的质量追溯体系，，每辆车每辆车

下线后下线后，，都将建立全生命周都将建立全生命周

期的质量数字档案期的质量数字档案，，实现整实现整

车制造每个环节的质量数据车制造每个环节的质量数据

采集存档及多维分析采集存档及多维分析。。

赵荣华告诉记者赵荣华告诉记者，，这些这些

右舵车型很快将被运往海右舵车型很快将被运往海

外外。。事实上事实上，，名爵品牌承担名爵品牌承担

着上汽拓展海外市场的重着上汽拓展海外市场的重

任任。。数据显示数据显示，，11月月，，上汽海上汽海

外市场销量达外市场销量达 33..7575 万辆万辆，，同同

比大涨比大涨6363..33%%。。其中其中，，MGMG品品

牌在海外热销牌在海外热销 11..55 万辆万辆。。““11

月月，，MGMG 在英在英、、法法、、德等欧德等欧

洲国家销量突破了洲国家销量突破了 30003000 辆辆，，

同比增长超过同比增长超过 5050%%。。其中其中，，

新能源车型占比达新能源车型占比达44成成。。””赵赵

荣华说荣华说。。

今年今年，，五菱汽车成五菱汽车成

为国内首个以跨界产品为国内首个以跨界产品

亮相央视春晚的汽车品亮相央视春晚的汽车品

牌牌。。上汽通用五菱联合上汽通用五菱联合

央视共同打造的央视共同打造的““春晚春晚

红红””口罩口罩，，刷屏了央视刷屏了央视

牛年春晚牛年春晚。。

““新春前夕新春前夕，，我们接我们接

到了定制春晚口罩的任到了定制春晚口罩的任

务务，，上汽通用五菱快速上汽通用五菱快速

组建了组建了‘‘春晚定制口罩春晚定制口罩

项目特别行动组项目特别行动组’’，，赶在赶在

春晚开幕前夕春晚开幕前夕，，圆满将圆满将

这批承载着美好祝福的这批承载着美好祝福的

口罩送达春晚现场口罩送达春晚现场。。””相相

关负责人说关负责人说。。

五菱结合旗下热销五菱结合旗下热销

爆款车型宏光爆款车型宏光 MINIEVMINIEV

的改装经验的改装经验，，汲取全新汲取全新

色彩灵感色彩灵感，，融入新年元融入新年元

素素，，提供了六种颜色提供了六种颜色，，

十二款样式十二款样式，，以精心的以精心的

设计点缀春晚现场的喜设计点缀春晚现场的喜

庆氛围庆氛围。。 （宗何）

五菱口罩登上春晚

22 月月 1818 日日，，延锋在上延锋在上

海秀浦路新基地举行庆典海秀浦路新基地举行庆典

活动活动，，宣布全球总部园区宣布全球总部园区

正式启用正式启用。。

园 区 占 地 面 积 约园 区 占 地 面 积 约

6300063000 平方米平方米，，总建筑面总建筑面

积积 7200072000 平方米平方米，，涵盖延涵盖延

锋全球总部与技术中心大锋全球总部与技术中心大

楼楼、、数据中心数据中心、、试制车间试制车间

等等 66 栋建筑单体栋建筑单体，，总计可总计可

容纳员工容纳员工20002000人人。。除总部除总部

职能外职能外，，新园区还将覆盖新园区还将覆盖

前期研发前期研发、、全球技术管全球技术管

理理、、工程技术开发工程技术开发、、产品产品

验证验证、、试制试制、、自动化自动化//智能智能

化装备等全方位综合技术化装备等全方位综合技术

能力能力。。

延锋总经理贾健旭表延锋总经理贾健旭表

示示，，““20212021 年是延锋成立年是延锋成立

8585周年周年，，我也把它定义为我也把它定义为

新延锋的元年新延锋的元年。。希望延锋希望延锋

全球总部园区能够成为延全球总部园区能够成为延

锋重新出发的原点锋重新出发的原点，，用新用新

的业务的业务、、新的模式新的模式、、新的新的

产品产品、、新的成本结构新的成本结构，，去去

打造一个协同化打造一个协同化、、创新创新

化化、、全球化全球化、、可持续化的可持续化的

延锋延锋。。”” （延宣）

开工首日，
延锋全球总部园区启用

加把劲实现

“小目标”

关怀一线小举动

“暖人心”

保证海外供应

“不停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