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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全球市场，多款畅销车型从Gem架构平台诞生

上汽红岩杰狮H6获“最受用
户期待的高端智能牵引车”

电动汽车挑战赛揽8项大奖
R汽车交出“亮眼”成绩单

第八届第八届““环青海湖环青海湖

（（国际国际）） 电动汽车挑战电动汽车挑战

赛赛””（（以下简称以下简称CEVRCEVR））

烽烟再起烽烟再起，，RR汽车携旗下汽车携旗下

““ 智 能 纯 电智 能 纯 电 SUVSUV””

MARVEMARVEL RL R、、““长途智长途智

能网联纯电家轿能网联纯电家轿””ERER66

联袂出征本届挑战赛事联袂出征本届挑战赛事。。

在为期四天的激烈比拼在为期四天的激烈比拼

中中，，MARVEMARVEL RL R与与ERER66

凭借硬核三电性能凭借硬核三电性能、、极致极致

操控性能操控性能、、领先的智能化领先的智能化

体验斩获体验斩获88项大奖项大奖，，载誉载誉

而归而归。。

RR汽车摘得了本届汽车摘得了本届

CEVRCEVR 的行业领航奖的行业领航奖，，

旗下两款主销车型将多旗下两款主销车型将多

项实力大奖收入囊中项实力大奖收入囊中。。

其中其中，，MARVMARVEL REL R 一一

举拿下最佳操控性能举拿下最佳操控性能

奖奖、、最佳快充能力奖最佳快充能力奖、、

智能先锋奖智能先锋奖、、车手推荐车手推荐

奖奖44项大奖项大奖。。ERER66则获则获

得最佳续航能力奖得最佳续航能力奖、、最最

佳涉水能力奖佳涉水能力奖、、媒体推媒体推

荐奖荐奖33项大奖项大奖。。（晓岑）

开天辟地第一回

为48个海外市场研发

本报记者 吴琼

““挺自豪的挺自豪的！！这是这是

中国第一次主导开发中国第一次主导开发，，

并且为全球化开发的架并且为全球化开发的架

构平台项目构平台项目。。时至今时至今

日日，，通用汽车在海内外通用汽车在海内外

市场的不少畅销车型市场的不少畅销车型，，

都是从这个平台诞生都是从这个平台诞生

的的。。””周强谈起周强谈起GemGem架架

构平台项目时构平台项目时，，无比感无比感

慨慨，，““泛亚实现了中国泛亚实现了中国

汽车人多年来的梦想汽车人多年来的梦想，，

不仅展示了中国研发实不仅展示了中国研发实

力力，，还推动了中国零部还推动了中国零部

件供应商件供应商‘‘出海出海’’，，甚甚

至在海外建厂至在海外建厂。。””

周 强 曾 担 任周 强 曾 担 任 GemGem

架构平台项目执行副总架构平台项目执行副总

工程师工程师，，和团队一起亲和团队一起亲

历了很多历了很多““第一次第一次””挑挑

战战：：第一次主导国际化第一次主导国际化

研发研发；；第一次站在各国第一次站在各国

汽车产业链的角度汽车产业链的角度，，为为

全球研发出最适合量产全球研发出最适合量产

且有竞争力的车型……且有竞争力的车型……

数据显示数据显示，，20142014 年到年到

20192019 年期间年期间，，GemGem 架架

构平台项目为公司新增构平台项目为公司新增

产值产值6464..33亿元亿元，，新增税新增税

后利润后利润 22..66 亿元亿元，，对应对应

税收税收00..4646亿元亿元，，创收外创收外

汇汇44..7676亿美元亿美元。。

周强认为周强认为，，经历了经历了

这些挑战后这些挑战后，，泛亚不仅泛亚不仅

向海外证实了中国的研向海外证实了中国的研

发实力发实力，，更重要的是让更重要的是让

泛亚泛亚、、通用汽车通用汽车、、上汽上汽

集团建立了更紧密集团建立了更紧密、、更更

顺畅的沟通氛围顺畅的沟通氛围，，为更为更

多深度合作搭起桥梁多深度合作搭起桥梁。。

基于重大的经济与社会基于重大的经济与社会

价值价值，，GemGem 架构平台架构平台

项目获得了项目获得了““上汽集团上汽集团

20212021 年 技 术 创 新 奖年 技 术 创 新 奖 ””

一等奖一等奖。。

20142014年年，，随着中国随着中国

自主品牌的崛起自主品牌的崛起，，跨国车跨国车

企们开始审视自身的车型企们开始审视自身的车型

不具备效率竞争优势的研不具备效率竞争优势的研

发策略发策略。。20142014年以前年以前，，

通用汽车的小型车研发基通用汽车的小型车研发基

本上是各自为战的局面本上是各自为战的局面，，

在各个不同区域在各个不同区域，，根据不根据不

同的需求同的需求，，进行平台架构进行平台架构

研发研发。。这导致了研发投入这导致了研发投入

大大、、单一研发回报率低的单一研发回报率低的

局面局面。。20142014年年，，通用汽通用汽

车和上汽集团高层经过多车和上汽集团高层经过多

次讨论次讨论、、比对后比对后，，决定在决定在

中国搞新一代全球车的设中国搞新一代全球车的设

计和开发计和开发，，由泛亚汽车技由泛亚汽车技

术中心主导术中心主导。。20142014年年，，

GemGem 架构平台项目立架构平台项目立

项项，，所有相关的研发工作所有相关的研发工作

都转移到中国上海都转移到中国上海。。

20152015 年年 ，， 周 强 被周 强 被

调 派 至 泛 亚调 派 至 泛 亚 ，， 负 责负 责

GemGem 架 构 平 台 项 目架 构 平 台 项 目 ，，

““接到通知的那一刻接到通知的那一刻，，

非常兴奋非常兴奋。。因为因为，，当时当时

为全球开发一款车为全球开发一款车、、一一

个平台个平台，，真是开天辟地真是开天辟地

以来的第一回以来的第一回。。在当时在当时

的中国汽车行业的中国汽车行业，，第一第一

次有这样的机会次有这样的机会，，去主去主

导全球车型平台的开导全球车型平台的开

发发。。””万事开头难万事开头难。。中中

外团队发愁了外团队发愁了：：项目满项目满

足的不是一个国家足的不是一个国家、、一一

个市场个市场，，而是同时完成而是同时完成

全球全球 4848 个国家和地区个国家和地区

的方案开发的方案开发，，这些市场这些市场

的产业成熟度不一样的产业成熟度不一样，，

项目要满足不同的安全项目要满足不同的安全

和排放法规要求和排放法规要求，，要实要实

现不同车身型式和轴距现不同车身型式和轴距

（（25512551--28002800mmmm）） 的带的带

宽能力宽能力，，满足多个制造满足多个制造

基地工艺对模块的需基地工艺对模块的需

求求。。研发团队的管理和研发团队的管理和

沟通也是一个难题沟通也是一个难题，，来来

自几十个国家自几十个国家、、18001800

人的研发团队人的研发团队，，由于意由于意

见不统一见不统一，，导致项目停导致项目停

滞了几个月滞了几个月。。

直至直至 20162016 年的一年的一

次被称为次被称为““研发遵义会研发遵义会

议议””后后，，国际化研发快国际化研发快

速 重 启 并 顺 畅 开 动速 重 启 并 顺 畅 开 动 。。

““20162016 年年，，中外双方大中外双方大

概有概有100100多人举行了一多人举行了一

次大型研讨会次大型研讨会，，研发负研发负

责人责人、、公关公关、、人事团队人事团队

都参与其中都参与其中。。事前事前，，团团

队对与会人员做了背景队对与会人员做了背景

五菱凯捷自上市以五菱凯捷自上市以

来来，，以以““大四座家用大四座家用

车车””定位持续赢得市场定位持续赢得市场

青睐青睐，，上半年累计销量上半年累计销量

达达 3657336573 辆辆，，上市上市 88 个个

月销量突破月销量突破66万辆万辆，，成成

为中国品牌乘用为中国品牌乘用 MPVMPV

销量担当销量担当。。77 月月 2323 日日，，

五菱凯捷媒体暨用户动五菱凯捷媒体暨用户动

态试驾在桂林举行态试驾在桂林举行，，此此

次活动以次活动以““升级人生新升级人生新

空间空间””为主题为主题，，充分展充分展

现驾乘五菱凯捷带来的现驾乘五菱凯捷带来的

高品质出行体验高品质出行体验。。

凭借强大的综合产凭借强大的综合产

品实力品实力，，五菱凯捷为用五菱凯捷为用

户们带来了超越期待的户们带来了超越期待的

驾乘体验驾乘体验，，印证全球品印证全球品

质实力质实力。。随着五菱凯捷随着五菱凯捷

的销量攀升的销量攀升，，未来会有未来会有

越来越多的年轻家庭用越来越多的年轻家庭用

户体验到户体验到““大四座家用大四座家用

车车””带来的家庭出行美带来的家庭出行美

好生活好生活。。 （唐烨）

五菱凯捷赢得市场青睐
上市8个月劲销6万辆

泛亚：全球车里的“中国方案”

近日近日，，第三届商用第三届商用

车新媒体大会在北京落车新媒体大会在北京落

幕幕，，上汽红岩杰狮上汽红岩杰狮 HH66

系列牵引车斩获系列牵引车斩获““20212021

最受用户期待的高端智最受用户期待的高端智

能牵引车能牵引车””称号称号。。

作为上汽红岩第六作为上汽红岩第六

代重卡的代表产品代重卡的代表产品，，红红

岩杰狮岩杰狮 HH66 系列牵引车系列牵引车

自发布以来便备受行业自发布以来便备受行业

关注关注，，目前已涵盖长途目前已涵盖长途

高速物流高速物流、、砂石料运砂石料运

输输、、煤炭运输煤炭运输、、快递运快递运

输输、、危化品运输危化品运输、、集装集装

箱运输箱运输、、重载运输重载运输、、轿轿

运车运车、、散装罐散装罐99大细分大细分

市场市场，，满足了卡友运输满足了卡友运输

作业的多样化需求作业的多样化需求，，为为

行业提供全场景的运输行业提供全场景的运输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李娜）

赛道基因，运动王者
第三代MG6 PRO开启预售

77月月2929日日，，第三代第三代

MGMG66 PROPRO正式开启预正式开启预

售售。。新车推出新车推出 TrophyTrophy

系列及领潮系列共计系列及领潮系列共计44

款车型款车型。。作为运动轿跑作为运动轿跑

的开拓者和引领者的开拓者和引领者，，第第

三 代三 代 MGMG66 PROPRO 集 极集 极

致运动美学致运动美学、、极致运动极致运动

性能性能、、极致运动品质及极致运动品质及

极智科技享受于一身极智科技享受于一身，，

将树立行业运动轿跑新将树立行业运动轿跑新

标杆标杆。。

从第一代产品到第从第一代产品到第

三代产品三代产品，，MGMG66 承袭承袭

了一贯的赛道基因了一贯的赛道基因，，不不

改运动本色改运动本色，，以毫不妥以毫不妥

协的强悍实力代代领协的强悍实力代代领

潮潮，，成就战力爆表的运成就战力爆表的运

动王者动王者。。凭借越级产品凭借越级产品

力以及超高品价比力以及超高品价比，，第第

三 代三 代 MGMG66 PROPRO 无 疑无 疑

将成为众多年轻人的购将成为众多年轻人的购

车首选车首选，，掀起新一代运掀起新一代运

动轿跑风潮动轿跑风潮。。 （天成）

““我是我是20162016年年1010月月

加入该项目的加入该项目的。。””项目工项目工

程师蒋晨印象最深刻的程师蒋晨印象最深刻的

是是，，““我们是一个正向开我们是一个正向开

发不妥协的项目发不妥协的项目，，我们为我们为

‘‘全球车全球造全球车全球造’’而研而研

发发，，而不仅仅是为中国车而不仅仅是为中国车

‘‘出海出海’’做改进性研发做改进性研发。。””

在研发时在研发时，，团队不仅要了团队不仅要了

解各个海外市场的需求解各个海外市场的需求，，

还要深入了解并梳理当地还要深入了解并梳理当地

的产业链的产业链，，研发出当地可研发出当地可

以生产且成本精益的车以生产且成本精益的车。。

蒋晨说蒋晨说，，““这个项目这个项目，，保保

证了我们后来在全球部分证了我们后来在全球部分

主要市场保持领先优势主要市场保持领先优势，，

比如巴西比如巴西、、墨西哥等市墨西哥等市

场场。。””

这个这个““全球车全球全球车全球

造造””项目项目，，已经打上了不已经打上了不

少少““第一次第一次””的标签的标签：：泛泛

亚首次面向多个亚首次面向多个NCAPNCAP

标准进行全新整车安全架标准进行全新整车安全架

构开发构开发；；在这一平台上在这一平台上，，

开发出通用汽车历史上首开发出通用汽车历史上首

个个LNCAPLNCAP（（拉丁美洲新拉丁美洲新

车碰撞测试车碰撞测试））双五星车双五星车

型型；；首次完整开发静态和首次完整开发静态和

动态儿童保护方案动态儿童保护方案；；通用通用

汽车首个应用安全通信整汽车首个应用安全通信整

车防御体系平台……车防御体系平台……

20192019年年，，研发过程中通研发过程中通

过优化样车数量过优化样车数量、、产品硬产品硬

模提前开模等一系列举模提前开模等一系列举

措措，，为公司节约资金为公司节约资金88..11

亿元亿元。。

一花独放不是春一花独放不是春。。

GemGem 架构平台项目受架构平台项目受

益的不只是泛亚和两大益的不只是泛亚和两大

股东方股东方，，还推动产业全还推动产业全

球化球化，，引导并推动中国引导并推动中国

供应商到海外地区建供应商到海外地区建

厂厂，，提高海外市场国产提高海外市场国产

化 率化 率 ，， ECCECC 和 开 关和 开 关 、、

油箱油箱、、保险丝盒保险丝盒、、手动手动

控制头控制头、、发动机悬置等发动机悬置等

成功打入海外供应链成功打入海外供应链；；

此外此外，，这一项目为中国这一项目为中国

模具出口模具出口““代言代言””，，在在

看到中国模具的低成看到中国模具的低成

本本、、高质量优势后高质量优势后，，海海

外工厂纷纷采用了中国外工厂纷纷采用了中国

模具模具，，如空调出风口如空调出风口、、

开关开关、、仪表板仪表板、、进气格进气格

栅栅、、头灯头灯、、外把手等外把手等。。

今天今天，，源自这一平源自这一平

台的车型台的车型，，已经在全球已经在全球

销售了销售了 2020 多万辆多万辆。。未未

来来，，更多车型将会驰骋更多车型将会驰骋

在海内外在海内外。。其中其中，，仅在仅在

““ 一 带 一 路一 带 一 路 ”” 沿 线 国沿 线 国

家家，，中国生产的汽车就中国生产的汽车就

计划出口计划出口 2424 万辆万辆，，包包

括乌兹别克斯坦括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哈萨

克斯坦克斯坦、、菲律宾菲律宾、、缅甸缅甸

和墨西哥等国家和墨西哥等国家。。

全球车全球造

研发出最适合全球产业链的车

调查调查、、采访采访，，收集了各收集了各

方的意见和看法方的意见和看法。。最后最后

发现发现，，原来中外双方的原来中外双方的

痛苦几乎是一样的痛苦几乎是一样的。。因因

此大家豁然开朗此大家豁然开朗，，很快很快

达成了共识达成了共识，，确定了三确定了三

大原则大原则。。””周强说周强说，，““首首

先先，，以高效为首要原以高效为首要原

则则；；第二个原则是满足第二个原则是满足

客户市场及法规需求客户市场及法规需求,,

最大化共同解决方案最大化共同解决方案，，

即求最大公约数即求最大公约数。。第三第三

个原则个原则，，就是时间原就是时间原

则则，，在规定的时间内完在规定的时间内完

成项目成项目。。””最终最终，，项目项目

比预期提前数月完成比预期提前数月完成。。

20182018 年年，，第一款车型第一款车型

投 产投 产 ；； 截 至截 至 20212021 年年 ，，

泛亚已经连续推出了六泛亚已经连续推出了六

款车型款车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