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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您好，，我是享道出行深度体验官我是享道出行深度体验官

““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

…………””

凌晨凌晨 55 点点，，上汽活上汽活

动中心安悦动中心安悦EE贸通销售贸通销售

员姜文员姜文喆喆的闹钟就急促的闹钟就急促

地响起地响起。。她关掉闹钟她关掉闹钟，，

起床起床、、穿衣穿衣、、洗漱洗漱、、梳梳

妆妆、、打扮打扮，，并以最快的并以最快的

速度吃完早餐速度吃完早餐，，66 点钟点钟

出家门出家门、、挤地铁挤地铁，，77 点点

前赶到享道出行公司的前赶到享道出行公司的

““申程出行作战室申程出行作战室””，，开开

启启““66..1818冲单日冲单日””一天一天

紧张而又充实的工作紧张而又充实的工作。。

为什么一名上汽活为什么一名上汽活

动中心的员工会出现在动中心的员工会出现在

享道公司的享道公司的““作战室作战室””？？

姜文姜文喆喆现在有另外现在有另外

一个身份一个身份———享道出行—享道出行

深度体验官深度体验官 33..00 团队运团队运

营官志愿者营官志愿者。。

在上汽集团团委的在上汽集团团委的

领导和支持下领导和支持下，，今年今年，，

享道出行深度体验官享道出行深度体验官

33..00 项目共招募了项目共招募了 9595 名名

体验官体验官，，并于并于 44 月月 77 日日

顺利启动顺利启动。。其中其中，，姜文姜文

喆喆等等 1515 人签约享道出人签约享道出

行前瞻与创新事业部挂行前瞻与创新事业部挂

职体验职体验，，深度参与到享深度参与到享

道顺风车道顺风车、、申程出行等申程出行等

项目的产品运营项目的产品运营、、数据数据

分析分析、、安全审核和市场安全审核和市场

推广等业务工作中推广等业务工作中。。

66 月月 1818 日 早 上日 早 上 77

点点 ，，““ 申 程 出 行 作 战申 程 出 行 作 战

室室””里里，，姜文姜文喆喆换上申换上申

程出行统一的程出行统一的““作战作战

服服””，，接杯热水接杯热水，，打开打开

电脑电脑，，梳理好今日需要梳理好今日需要

完成的各项工作完成的各项工作。。首首

先先，，她需要通过电话逐她需要通过电话逐

一提醒和鼓励申程出行一提醒和鼓励申程出行

的头部司机出车的头部司机出车：：““师师

傅傅，，您好您好！！我是享道的我是享道的

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今天的高峰今天的高峰

期奖励是有史以来最高期奖励是有史以来最高

的的。。祝师傅您奖励多祝师傅您奖励多

多多，，加油啊加油啊！！””

电话那头电话那头，，传来出传来出

租车师傅爽朗的笑声租车师傅爽朗的笑声：：

““谢谢你提醒谢谢你提醒，，今天我今天我

们一起加油们一起加油！！””

就在姜文就在姜文喆喆通过电通过电

话激励司机师傅的同话激励司机师傅的同

时时，，其他几位运营官正其他几位运营官正

在实时跟踪订单情况并在实时跟踪订单情况并

制订相应的司乘两端运制订相应的司乘两端运

营策略营策略。。还有一些同事还有一些同事

正奔波在上海的大街小正奔波在上海的大街小

巷巷，，巡视着数十个申程巡视着数十个申程

出行出行““一键叫车屏一键叫车屏””的的

使用情况使用情况，，其中就包括其中就包括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品牌售后服务部索大众品牌售后服务部索

赔主管孙洋赔主管孙洋。。

孙洋挂职享道出行孙洋挂职享道出行

后后，，一直在做顺风车及一直在做顺风车及

申程出行项目市场推广申程出行项目市场推广

等 工 作等 工 作 。。““ 一 键 叫 车一 键 叫 车

屏屏””是申程出行在去年是申程出行在去年

““一键叫车杆一键叫车杆””的基础的基础

上做的改进升级上做的改进升级，，能有能有

效满足社区里不会使用效满足社区里不会使用

智能手机的老年群体的智能手机的老年群体的

叫车需求叫车需求。。这些这些““一键一键

叫车屏叫车屏””在今年在今年66月才月才

刚刚完成开发和调试刚刚完成开发和调试，，

目前正逐步在上海各大目前正逐步在上海各大

街道及社区铺开安装街道及社区铺开安装，，

目标是在目标是在 77 月月 11 日前完日前完

成成 100100 台设备的安装和台设备的安装和

调试调试，，为中国共产党百为中国共产党百

年华诞献礼年华诞献礼。。

66 月以来月以来，，孙洋他孙洋他

们不避酷暑们不避酷暑、、梅雨梅雨，，每每

天坚持巡视天坚持巡视““一键叫车一键叫车

屏屏””点位点位，，查看每台设查看每台设

备的使用情况和现场志备的使用情况和现场志

愿者的在岗情况愿者的在岗情况，，发现发现

问题及时上报并力争当问题及时上报并力争当

场解决场解决，，帮助社区年长帮助社区年长

者们跨越数字鸿沟者们跨越数字鸿沟，，感感

受城市数字化转型带来受城市数字化转型带来

的便捷出行服务的便捷出行服务。。

在大家众志成城的在大家众志成城的

努力下努力下，，66 月月 1818 日当日当

天天，，申程出行共完单申程出行共完单

44..88 万多单万多单，，较平日增较平日增

长了近长了近4040%%，，创造了今创造了今

年以来的业绩新高年以来的业绩新高。。这这

个成绩的取得个成绩的取得，，离不开离不开

申程出行团队的运筹帷申程出行团队的运筹帷

幄幄，，也离不开姜文也离不开姜文喆喆、、

孙洋这些上汽优秀青年孙洋这些上汽优秀青年

运营官的辛勤付出运营官的辛勤付出。。

他们中他们中，，有上汽大有上汽大

众的营销人员众的营销人员，，有上汽有上汽

人工智能实验室的高级人工智能实验室的高级

算法工程师算法工程师，，也有上汽也有上汽

乘用车的数据分析人员乘用车的数据分析人员

……但是现在……但是现在，，他们都他们都

有一个新的自我介绍有一个新的自我介绍：：

您好您好，，我是享道出行深我是享道出行深

度体验官度体验官。。挂职享道出挂职享道出

行后行后，，他们各司其职他们各司其职、、

踏实工作踏实工作，，在平凡的岗在平凡的岗

位上默默耕耘位上默默耕耘、、迎难而迎难而

上上，，主动走出舒适区主动走出舒适区，，

怀揣着为上汽集团智慧怀揣着为上汽集团智慧

移动出行战略贡献一份移动出行战略贡献一份

力量的愿望和建功力量的愿望和建功““新新

四化四化””的决心及勇气的决心及勇气，，

不断奋斗不断奋斗！！ (孙洋)

微 评

这15名深度体验官们在原先各自工

作岗位上已能独当一面。很高兴看到他们

在享道顺风车、申程出行等项目体验官岗

位上，能够以“空杯”心态去感受一个创

新产品的成长过程。希望大家利用好这次

难得的机会，充分了解享道出行、了解出

行行业，深刻理解上汽集团“共享化”的

战略布局，和享道出行一起，为用户创造

价值，帮助集团加快向技术升级化、业务

全球化、品牌高档化、体验极致化的用户

型高科技企业转型。

赛可出行党总支部书记、总经理 吴冰

享道出行深度体验官3.0团队“6.18”奋战记

首席记者 李修惠

77月月1818日日，，上汽奥迪上汽奥迪

AA77LL 先行版以不高于先行版以不高于 7070

万元的价格开启预订万元的价格开启预订。。用用

户在上汽奥迪户在上汽奥迪 APPAPP 上支上支

付付 77777777 元意向金后元意向金后，，即即

可成为全球仅发售可成为全球仅发售 10001000

辆的辆的AA77LL先行版车主先行版车主。。

上汽奥迪营销事业部上汽奥迪营销事业部

总经理贾鸣镝表示总经理贾鸣镝表示，，接下接下

来来，，AA77LL将于将于99月宣布最月宣布最

终定价终定价，，并正式开启预并正式开启预

售售，，预计今年年底预计今年年底、、明年明年

年初交车年初交车。。

贾鸣镝透露贾鸣镝透露，，AA77LL的的

产能布局很高产能布局很高，，而上汽奥而上汽奥

迪对此颇有信心迪对此颇有信心。。

AA77LL作为上汽奥迪的作为上汽奥迪的

首款产品首款产品，，““可以作为国可以作为国

产豪华车的旗舰标杆产豪华车的旗舰标杆””。。

据介绍据介绍，，奥迪奥迪 AA88 上的智上的智

能驾驶辅助系统能驾驶辅助系统、、空气悬空气悬

架架、、四轮动态转向四轮动态转向、、激光激光

大灯等功能在大灯等功能在AA77LL上都有上都有

配备配备。。同时同时，，AA77LL也是奥也是奥

迪在中国首发迪在中国首发 55GG 高速通高速通

信模块的车型信模块的车型。。““我们敢我们敢

放手让客户用的装备放手让客户用的装备，，基基

本上都齐备了本上都齐备了。。””贾鸣镝贾鸣镝

说说，，““上汽奥迪产品的定上汽奥迪产品的定

位位、、形象形象，，是超过同级别是超过同级别

的奔驰的奔驰、、宝马和一汽宝马和一汽--大大

众奥迪的众奥迪的。。””

贾鸣镝透露贾鸣镝透露，，国际汽国际汽

车品牌一般采取车品牌一般采取““输入输入

式式””做法做法，，一款车在欧洲一款车在欧洲

是什么样是什么样，，在中国也是什在中国也是什

么样么样。。而上汽奥迪尊重中而上汽奥迪尊重中

国消费者的期望国消费者的期望，，根据这根据这

些期望去定义产品些期望去定义产品。。贾鸣贾鸣

镝认为镝认为，，除了中国消费除了中国消费

者者，，美国美国、、欧洲消费者可欧洲消费者可

能都没有这么重要的话语能都没有这么重要的话语

权权。。

通过这次预订可以发通过这次预订可以发

现现，，上汽奥迪确实在改上汽奥迪确实在改

变变。。无论是车主俱乐部无论是车主俱乐部

““上奥汇上奥汇””的名字的名字，，还是还是

限量版限量版AA77LL车主能够享有车主能够享有

的的 1616 项终身权益项终身权益，，都是都是

奥迪车主和粉丝在奥迪车主和粉丝在 APPAPP

上票选出来的上票选出来的。。上汽奥迪上汽奥迪

此次的车主权益也充分采此次的车主权益也充分采

纳了潜在用户的意见纳了潜在用户的意见。。

同时同时，，上汽奥迪还十上汽奥迪还十

分看重在分看重在 APPAPP 上与用户上与用户

互动互动。。据了解据了解，，上汽奥迪上汽奥迪

的潜在活跃客户平均年龄的潜在活跃客户平均年龄

在在 2828 岁左右岁左右，，而德国奥而德国奥

迪 车 主 平 均 年 龄 为迪 车 主 平 均 年 龄 为 5050

岁岁。。面对极为年轻的用面对极为年轻的用

户户，，传统的沟通方式已经传统的沟通方式已经

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自自

从在上海车展发布之后从在上海车展发布之后，，

上汽奥迪上汽奥迪 APPAPP 的注册客的注册客

户数量已经超过户数量已经超过22万了万了。。

这个这个 APPAPP 的功能不的功能不

仅是推送资讯仅是推送资讯，，更鼓励用更鼓励用

户交流与分享生活户交流与分享生活，，变成变成

一个私域的互动共创空一个私域的互动共创空

间间。。为了增强社交属性为了增强社交属性，，

上汽奥迪在上汽奥迪在 APPAPP 中设置中设置

了许多了许多““人设号人设号””，，有的有的

人设是专门听客户反馈人设是专门听客户反馈，，

有的人设是卖东西的有的人设是卖东西的，，每每

个人设号有自己的定位个人设号有自己的定位，，

而贾鸣镝自己也有一个人而贾鸣镝自己也有一个人

设号设号。。

对于上汽奥迪对于上汽奥迪，，上汽上汽

的期许的期许，，是在带来创新产是在带来创新产

品的同时品的同时，，也带来创新的也带来创新的

服务服务。。贾鸣镝表示贾鸣镝表示，，上汽上汽

奥迪的特点是具有品牌优奥迪的特点是具有品牌优

势势，，拥有线下资源拥有线下资源，，再积再积

极学习线上赋能的做法极学习线上赋能的做法，，

让每一个环节都有线上的让每一个环节都有线上的

赋能赋能，，每一个线上环节也每一个线上环节也

能得到线下支撑能得到线下支撑，，提升效提升效

率率、、提升体验提升体验。。

根据规划根据规划，，上汽奥迪上汽奥迪

车主可以在一汽奥迪车主可以在一汽奥迪 44SS

店享受售后服务店享受售后服务，，但对上但对上

汽奥迪的都市体验店而汽奥迪的都市体验店而

言言，，一切都是全新的一切都是全新的。。传传

统的一汽奥迪统的一汽奥迪 44SS 店是不店是不

做上汽奥迪产品销售服务做上汽奥迪产品销售服务

的的，，只做售后服务只做售后服务。。

贾鸣镝透露贾鸣镝透露，，上汽奥上汽奥

迪还将推出管家式服务迪还将推出管家式服务。。

不管你是想试驾不管你是想试驾、、交付交付，，

还是二手车金融信贷还是二手车金融信贷、、保保

险险，，一位管家能够解决一一位管家能够解决一

辆车全生命周期的问题辆车全生命周期的问题，，

即便用户在一汽奥迪即便用户在一汽奥迪 44SS

店维修时有什么困惑店维修时有什么困惑，，也也

可以直接和管家对接可以直接和管家对接。。

作为上汽奥迪的作为上汽奥迪的““开开

山之作山之作””，，这次先行版这次先行版

AA77LL 的预订表现可圈可的预订表现可圈可

点点。。这辆被媒体称为这辆被媒体称为““最最

贵国产奥迪贵国产奥迪””的的AA77LL最终最终

是否能达到预期销量目是否能达到预期销量目

标标，，还要看还要看““人设人设”“”“管管

家家””能不能给消费者更多能不能给消费者更多

的惊喜的惊喜。。

新产品新产品 新定位新定位 新体验新体验

全新奥迪全新奥迪AA77LL先行版开启预订先行版开启预订

让中国消费者

有话语权

创新服务带来

全新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