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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从用户出发一切从用户出发

工 作 日 的 夜 晚 来工 作 日 的 夜 晚 来

临临，，疲倦的月亮躲进了疲倦的月亮躲进了

云层休息云层休息。。上汽乘用车上汽乘用车

安亭基地的营销大楼没安亭基地的营销大楼没

有了白天的喧嚣有了白天的喧嚣，，逐渐逐渐

沉寂沉寂，，但二楼的办公室但二楼的办公室

却依然灯火通明却依然灯火通明。。

““无论是入店之前无论是入店之前

的沟通的沟通、、展车介绍还是展车介绍还是

交车交车，，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环节，，消消

费者都希望经销商能提费者都希望经销商能提

供针对自己个人化需求供针对自己个人化需求

的服务的服务，，而不是照本宣而不是照本宣

科科、、千篇一律的销售方千篇一律的销售方

式……式……””已是周五晚上已是周五晚上

99 点点，，名爵品牌客户口名爵品牌客户口

碑服务提升团队还坚守碑服务提升团队还坚守

在营销大楼二楼的办公在营销大楼二楼的办公

室内室内，，认真地研究认真地研究JDJD--

PowerPower 刚发布的中国汽刚发布的中国汽

车销售满意度研究报车销售满意度研究报

告告。。

随着汽车产品同质随着汽车产品同质

化明显化明显，，消费者服务体消费者服务体

验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验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越来越多的品牌意识到越来越多的品牌意识到

多渠道多渠道、、多样式的客户多样式的客户

服务及良好的体验满意服务及良好的体验满意

度成为了差异化竞争的度成为了差异化竞争的

关键关键。。““一切从用户出一切从用户出

发发，，名爵要力争成为自名爵要力争成为自

主品牌用户满意度第主品牌用户满意度第

一一！！””在走访了全国经在走访了全国经

销商和听取了多家专业销商和听取了多家专业

咨询公司的汇报之后咨询公司的汇报之后，，

名爵品牌营销部总监汪名爵品牌营销部总监汪

洋向客户口碑服务提升洋向客户口碑服务提升

团队提出了要求团队提出了要求。。

““虽然我们此次销虽然我们此次销

售满意度得分在主流车售满意度得分在主流车

市场平均分之上市场平均分之上，，但是但是

还达没有到自主品牌满还达没有到自主品牌满

意度第一的目标意度第一的目标，，是墨是墨

守成规守成规、、保持现状保持现状？？还还

是做到极致是做到极致？？””客户口客户口

碑服务提升团队的谢隽碑服务提升团队的谢隽

声音不大声音不大，，但坚定的声但坚定的声

音还是在会议室回荡音还是在会议室回荡。。

““如果我们团队不如果我们团队不

以用户为中心提升终端以用户为中心提升终端

服务服务，，积极创新积极创新，，又何又何

谈成为自主品牌满意度谈成为自主品牌满意度

第一呢第一呢？？””客户口碑服客户口碑服

务提升团队副队长胡俊务提升团队副队长胡俊

回答回答。。胡俊正在负责展胡俊正在负责展

厅形象的升级改造厅形象的升级改造，，以以

形象升级为基础形象升级为基础，，搭建搭建

名爵品牌与客户连接的名爵品牌与客户连接的

枢纽枢纽。。

““没错没错，，我们应该我们应该

以创新服务为目标以创新服务为目标，，以以

用户满意度第一为愿用户满意度第一为愿

景景，，用数字化工具为手用数字化工具为手

段段，，进一步提升名爵品进一步提升名爵品

牌口碑牌口碑！！””客户口碑服客户口碑服

务提升团队副队长倪雪务提升团队副队长倪雪

蕾不禁点头同意道蕾不禁点头同意道。。她她

正在搭建的核心用户画正在搭建的核心用户画

像标签体系像标签体系，，可以优化可以优化

潜客跟进策略潜客跟进策略，，以制订以制订

针对用户服务的差异化针对用户服务的差异化

和个性化体验流程和个性化体验流程。。

随着团队目标和实随着团队目标和实

现路径的确定现路径的确定，，团队成团队成

员立马投入新一轮的创员立马投入新一轮的创

新工作中新工作中。。多次的深夜多次的深夜

挑战挑战，，数不清的头脑风数不清的头脑风

暴暴，，团队重新设计了展团队重新设计了展

厅服务流程环节厅服务流程环节，，以以

““ 展 厅 接 待展 厅 接 待 、、 品 牌 感品 牌 感

受受、、静态赏车静态赏车、、动态试动态试

驾驾、、咖啡一刻咖啡一刻、、体验分体验分

享享、、心动交车心动交车””七大环七大环

节为核心节为核心，，通过专属服通过专属服

装装、、专职试驾工程师专职试驾工程师、、

名爵的咖啡文化名爵的咖啡文化、、打造打造

新的英伦氛围角等各种新的英伦氛围角等各种

方式方式，，重点突出客户的重点突出客户的

第一感受和展厅的动线第一感受和展厅的动线

设计设计，，加深客户对名爵加深客户对名爵

品牌认知和感受品牌认知和感受。。

要为用户出发要为用户出发，，就就

要深入一线要深入一线，，也为了力也为了力

保流程能彻底贯彻实保流程能彻底贯彻实

施施，，团队中的女同事们团队中的女同事们

充分发挥女性细腻和仔充分发挥女性细腻和仔

细的性格优势细的性格优势，，对流程对流程

每一个细节反复推敲每一个细节反复推敲；；

在工作承担上在工作承担上，，女同事女同事

们从没因自己性别不同们从没因自己性别不同

而放松对自己的严格要而放松对自己的严格要

求求，，连续连续 3030 多天的一多天的一

线出差调研线出差调研，，没有一个没有一个

人掉队人掉队。。她们大多是新她们大多是新

手妈妈手妈妈、、二胎母亲或家二胎母亲或家

中有莘莘学子中有莘莘学子，，但责任但责任

心和使命感让她们舍弃心和使命感让她们舍弃

陪伴家人的时间陪伴家人的时间，，全身全身

心地投入为用户创造价心地投入为用户创造价

值的工作中值的工作中，，这也让他这也让他

们获得了们获得了 20192019--20202020 年年

度上海市三八红旗集体度上海市三八红旗集体

的荣誉称号的荣誉称号。。

名爵品牌客户口碑名爵品牌客户口碑

服务提升团队以用户为服务提升团队以用户为

本本，，用超越自我用超越自我、、挑战挑战

自我的责任担当和巾帼自我的责任担当和巾帼

奋斗精神奋斗精神，，让名爵品牌让名爵品牌

在在JDPowerJDPower发布的发布的20212021

中国销售服务满意度研中国销售服务满意度研

究的排名达到了历史新究的排名达到了历史新

高高，，为成为自主品牌用为成为自主品牌用

户满意度第一户满意度第一，，又迈出又迈出

了坚实的一步了坚实的一步。。（徐尧）

微 评

为了创造极致的品牌口碑和客户体

验，上汽乘用车的巾帼英雄持续改善服务

质量，勇于服务创新。这不仅展示了该团

队践行上汽集团的企业价值观，以及“一

切从用户出发、为用户创造价值”的工作

核心，更是体现了该团队超越自我、挑战

自我的责任担当和巾帼奋斗精神。征途漫

漫，惟有奋斗，我们始终要以“上乘创行

者、奋斗人”的姿态奔跑，特别是营销

人，要拿出敢于“亮剑”的工作斗志，向

着世界一流企业奋进！

上汽乘用车党委书记 黄建英

名爵品牌客户口碑服务提升团队为用户创造价值记

首席记者首席记者 李修惠李修惠

““立减立减 1010 元元”“”“66 折折

起起””……最近……最近，，各大网约各大网约

车平台的优惠信息不断通车平台的优惠信息不断通

过短信和过短信和AppApp推送涌入用推送涌入用

户的手机户的手机。。

由于滴滴近来引发的由于滴滴近来引发的

风波风波，，网约车领域原先网约车领域原先

““一超多强一超多强””的格局开始的格局开始

松动松动，，看到机会的各大网看到机会的各大网

约车平台纷纷摩拳擦掌约车平台纷纷摩拳擦掌。。

““互联网队互联网队””战火重战火重

燃燃，，两年前悄然下架的美两年前悄然下架的美

团打车团打车 AppApp 近日重新上近日重新上

架架，，并同时在上海并同时在上海、、北北

京京、、南京等南京等 3434 座城市招座城市招

募司机募司机。。

而 作 为而 作 为 ““ 国 企 队国 企 队 ””

的的 TT33 出行出行，，背靠一汽背靠一汽、、

东风汽车和长安汽车东风汽车和长安汽车，，凭凭

借雄厚的资金实力借雄厚的资金实力，，紧急紧急

调整原先的开城计划调整原先的开城计划，，打打

算在一个月内连开算在一个月内连开1515城城。。

同样身为同样身为““国企队国企队””

的享道出行也进入的享道出行也进入““战斗战斗

模式模式””，，加快了宣传节加快了宣传节

奏奏，，还将从还将从 88 月起启动月起启动

““全民合伙人全民合伙人””计划计划，，通通

过 内 部 动 员 进 行过 内 部 动 员 进 行 ““ 拉拉

新新””，，利用生态圈优势利用生态圈优势，，

裂变产生更多活跃用户裂变产生更多活跃用户。。

““全民合伙人全民合伙人””计划计划

是是““国企队国企队””对战对战““互联互联

网队网队””时时，，差异化优势的差异化优势的

一个缩影一个缩影。。滴滴滴滴、、美团美团、、

高德等高德等““互联网队互联网队””代表代表

手握流量手握流量，，而源自传统车而源自传统车

企的享道企的享道、、TT33、、曹操等曹操等

平台在供应链平台在供应链、、质量管理质量管理

等领域有优势等领域有优势。。

““全民合伙人全民合伙人””计划计划

不仅适用于上汽员工不仅适用于上汽员工，，也也

适用于上汽下属企业适用于上汽下属企业、、享享

道出行司机等多方合作伙道出行司机等多方合作伙

伴伴，，““拉新拉新””成功的用户成功的用户

可获得可观的奖励可获得可观的奖励。。

通过生态圈资源吸引通过生态圈资源吸引

更多新用户的做法更多新用户的做法，，享道享道

出行在刚成立时用过一出行在刚成立时用过一

次次，，在短时间内吸引了近在短时间内吸引了近

百万活跃百万活跃““种子用户种子用户””。。

而这一次而这一次，，享道出行将活享道出行将活

动范围扩大到了合作伙动范围扩大到了合作伙

伴伴，，尤其是司机身上尤其是司机身上。。为为

司机争取平等权益司机争取平等权益，，创造创造

职业归属感职业归属感，，是享道出行是享道出行

一直以来的运营理念一直以来的运营理念。。

以以““司享家计划司享家计划””为为

例例，，享道出行从生活享道出行从生活、、工工

作作、、职业三个方面为司机职业三个方面为司机

提供帮助提供帮助。。平台还将每年平台还将每年

的的55月月2020日定义为日定义为““享道享道

网约车司机关爱日网约车司机关爱日””，，全全

天对网约车司机订单免除天对网约车司机订单免除

抽成抽成，，提供免费体检提供免费体检、、优优

秀司机表彰等福利秀司机表彰等福利。。

今年今年55月月，，享道出行享道出行

还联合上海德瑞姆心理培还联合上海德瑞姆心理培

训中心训中心，，通过线下公益讲通过线下公益讲

座座、、线上定制课程和行业线上定制课程和行业

首创首创““一键呼叫一键呼叫””心理热心理热

线等多重措施线等多重措施，，为司机提为司机提

供心理疏导和咨询服务供心理疏导和咨询服务。。

服务上线两个月以来服务上线两个月以来，，

““司机心理健康学堂司机心理健康学堂””栏栏

目吸引了目吸引了33万人次点击浏万人次点击浏

览览。。““一键呼叫一键呼叫””功能成功能成

功呼出近功呼出近 20002000 次次，，实现实现

有效沟通超过有效沟通超过15001500人次人次。。

截至今年截至今年77月月，，各地各地

政府共发放网约车驾驶员政府共发放网约车驾驶员

证证 349349..33 万本万本、、车辆运输车辆运输

证证 132132..77 万 本万 本 。。 相 比 而相 比 而

言言，，目前有很多网约车和目前有很多网约车和

驾驶员其实并不合规驾驶员其实并不合规。。一一

旦合规化监管加严旦合规化监管加严，，很多很多

平台前期积累的规模或将平台前期积累的规模或将

发生大变动发生大变动。。

滴滴事件更是给出行滴滴事件更是给出行

领域释放了一个重磅信领域释放了一个重磅信

号号：：以前仅靠以前仅靠““烧钱烧钱””就就

能打下的市场能打下的市场，，已经发展已经发展

到到““合规化运营合规化运营””才可持才可持

续的质变关键节点续的质变关键节点。。

自去年自去年 1010 月交通部月交通部

按月发布网约车行业运行按月发布网约车行业运行

情况以来情况以来，，月订单量保持月订单量保持

在在 100100 万单以上的万单以上的““玩玩

家家””数量为个位数数量为个位数。。享道享道

出行已连续六次获得车辆出行已连续六次获得车辆

与驾驶员双合规第一名与驾驶员双合规第一名，，

表现亮眼表现亮眼。。

滴滴的短时下架将给滴滴的短时下架将给

行业带来微调行业带来微调，，网约车行网约车行

业也已迈入业也已迈入““合规化运合规化运

营营””的时代的时代，，流量将让位流量将让位

于服务体验于服务体验，，只有坚持合只有坚持合

规化运营的企业才能更平规化运营的企业才能更平

稳地步入高速发展期稳地步入高速发展期。。

网约车市场格局松动网约车市场格局松动，，排位之战重燃排位之战重燃

享道开启享道开启““全民合伙人全民合伙人””计划计划

紧抓行业机遇

全员都是“合伙人”

加速进入

“合规化”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