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严瑶

““ 短 短短 短 2020 天 的 时 间天 的 时 间

里里，，KiWi EVKiWi EV 订单数量订单数量

已经突破已经突破60006000辆辆。。””宝骏宝骏

策略中心总监孙德兴说策略中心总监孙德兴说。。

88月月3131日日，，上汽通用上汽通用

五菱宝骏品牌五菱宝骏品牌 KiWi EVKiWi EV

上市上市，，新车提供基础版新车提供基础版

““设计师设计师””、、高阶版高阶版““艺术艺术

家家””两款车型两款车型，，售价分别售价分别

为为 66..9898 万元万元、、77..8888 万元万元。。

随着新车订单量的持续攀随着新车订单量的持续攀

升升，，KiWi EVKiWi EV 的用户大的用户大

家庭不断扩大家庭不断扩大。。数据显数据显

示示，，在在 KiWi EVKiWi EV 的购买的购买

人群中人群中，，2525--3636岁的年轻岁的年轻

人占比高达人占比高达6565%%，，用户年用户年

轻化特征显著轻化特征显著；；本科及以本科及以

上学历人群占比达上学历人群占比达 7070%%，，

增购比例高达增购比例高达7777%%。。

一年前一年前，，““人民的人民的

代步车代步车””宏光宏光MINIEVMINIEV在在

成都车展上市成都车展上市，，迅速引爆迅速引爆

了新能源汽车市场了新能源汽车市场。。短短短短

一 年 时 间 内一 年 时 间 内 ，， 宏 光宏 光

MINIEVMINIEV实现了全球新能实现了全球新能

源汽车市场的规模化奇源汽车市场的规模化奇

迹迹：：热销热销 3434 万辆万辆，，连续连续

1111 个月包揽中国新能源个月包揽中国新能源

汽车品牌销量冠军汽车品牌销量冠军。。

巧合的是巧合的是，，一年后一年后，，

上汽通用五菱旗下新产品上汽通用五菱旗下新产品

KiWi EVKiWi EV 同样选择在成同样选择在成

都车展期间上市都车展期间上市。。预售一预售一

周周，，累计订单数已经突破累计订单数已经突破

30003000 辆辆，，获得了细分市获得了细分市

场全网声量第一名的好成场全网声量第一名的好成

绩绩。。尤其在终端市场尤其在终端市场，，

KiWi EVKiWi EV 主动在各大商主动在各大商

圈开展体验活动圈开展体验活动，，从而直从而直

接触达到更多的潜在新用接触达到更多的潜在新用

户人群户人群。。““令我们惊喜的令我们惊喜的

是是，，KiWi EVKiWi EV 收获了大收获了大

量都市高知人群的青睐量都市高知人群的青睐，，

他们当中不乏博士他们当中不乏博士、、律师律师

等高学历人才等高学历人才，，这说明我这说明我

们的圈层突破战略取得了们的圈层突破战略取得了

显著效果显著效果。。””孙德兴说孙德兴说。。

随着年轻人群成为消随着年轻人群成为消

费主力军费主力军，，汽车对于人们汽车对于人们

的价值和意义已发生改的价值和意义已发生改

变变。。在孙德兴看来在孙德兴看来，，汽车汽车

的载具属性正在弱化的载具属性正在弱化，，并并

渐渐成为人们展现个性品渐渐成为人们展现个性品

味的载体味的载体，，就像时尚的手就像时尚的手

表和包一样表和包一样。。

““有位经营特色民宿有位经营特色民宿

的老板的老板，，在这款车还未上在这款车还未上

市前市前，，就一下子订购了就一下子订购了99

辆辆。。因为他觉得这款车和因为他觉得这款车和

自己的民宿调性十分符自己的民宿调性十分符

合合。。他还为这他还为这99辆车搭建辆车搭建

了停车场了停车场，，让民宿住户方让民宿住户方

便使用便使用。。””孙德兴说孙德兴说，，打打

动消费者的已经不局限于动消费者的已经不局限于

汽车产品本身汽车产品本身，，更是它背更是它背

后独具特色的产品属性后独具特色的产品属性。。

““在全球在全球，，没有一辆车没有一辆车

像像 KiWi EVKiWi EV。。””这是许多这是许多

消费者对产品最直观的感消费者对产品最直观的感

受受。。

““这个评价对我们来这个评价对我们来

说是最高的荣誉说是最高的荣誉。。””孙德孙德

兴告诉记者兴告诉记者，，从外观来从外观来

看看，，KiWi EVKiWi EV 打破了传打破了传

统汽车品类限制统汽车品类限制，，立足于立足于

打造一款打造一款““时尚出行单时尚出行单

品品””。。尤其是新车前大灯尤其是新车前大灯

组下方独特的组下方独特的““凹凹””型型，，

令不少消费者眼前一亮令不少消费者眼前一亮。。

上汽通用五菱表示上汽通用五菱表示，，

当前当前，，中国车市已从增量中国车市已从增量

市场转移到存量市场市场转移到存量市场，，并并

逐步形成个性化的购车趋逐步形成个性化的购车趋

势势。。宏光宏光 MINIEVMINIEV 与与 KiKi--

Wi EVWi EV 是企业针对不同是企业针对不同

的人群和需求设计的两款的人群和需求设计的两款

小型新能源汽车小型新能源汽车。。前者的前者的

成功为成功为 KiWi EVKiWi EV 提供了提供了

宝贵经验宝贵经验，，解决了广大消解决了广大消

费者代步出行的种种痛费者代步出行的种种痛

点点；；后者则作为新能源汽后者则作为新能源汽

车产品谱系的补充车产品谱系的补充，，提出提出

了了““未来感摩登座驾未来感摩登座驾””的的

高品质定位高品质定位。。

比 如比 如 ，， KiWi EVKiWi EV 在在

国内首次尝试将稻谷秸秆国内首次尝试将稻谷秸秆

植物纤维植物纤维 （（占比占比 2020％以％以

上上）） 应用到内饰材料中应用到内饰材料中，，

不仅实现低挥发不仅实现低挥发、、低气低气

味味，，还有独特的麦香气还有独特的麦香气

味味，，带来健康体验带来健康体验。。““这这

点受到许多年轻环保人士点受到许多年轻环保人士

的欢迎的欢迎。。””孙德兴说孙德兴说。。同时同时，，

““她经济她经济””也也在在 KiWi EVKiWi EV

身上展现无遗身上展现无遗。。据介绍据介绍，，

该车主驾驶座椅可该车主驾驶座椅可66向自向自

如调节如调节，，能帮助女性用户能帮助女性用户

轻松调节坐姿高度轻松调节坐姿高度，，满足满足

不同身高体型的女性用户不同身高体型的女性用户

的驾乘舒适度要求的驾乘舒适度要求。。

上汽通用五菱官方表上汽通用五菱官方表

示示 ，， KiWi EVKiWi EV 上 市 后上 市 后 ，，

宝骏汽车会持续追踪用户宝骏汽车会持续追踪用户

的产品体验以及更多需求的产品体验以及更多需求

变化变化。。““后续后续，，如果用户如果用户

及市场反映较好及市场反映较好，，不排除不排除

打造一个主打时尚品质出打造一个主打时尚品质出

行品牌的可能性行品牌的可能性。。””

KiWi EVKiWi EV 能 否 成 为能 否 成 为

继宏光继宏光MINIEVMINIEV后的下一后的下一

个网红个网红““爆款爆款””，，值得人值得人

们期待们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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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客户满意，逆行而上
延锋装备中心团队北美项目奋斗纪实

““什么什么！！美国将关闭美国将关闭

中国公民入关通中国公民入关通道道？？””

延锋装备中心负责人周延锋装备中心负责人周

峰接到紧急消息峰接到紧急消息，，那时那时

是是 20202020 年年 22 月月 11 日日。。公公

司的两条焊接流水线已司的两条焊接流水线已

通过海运发往北美洲通过海运发往北美洲，，

并要在当月并要在当月1010日进行现日进行现

场安装场安装，，否则否则进度将无进度将无

限期搁置限期搁置。。周峰立刻召周峰立刻召

开开““装备中心北美项目装备中心北美项目

保障团队保障团队””紧急会议紧急会议。。

会后会后，，团队成员争分夺团队成员争分夺

秒赶赴机场秒赶赴机场，，终于赶在终于赶在

美国通道关闭前抵达美国通道关闭前抵达。。

““为了兑现给予客为了兑现给予客

户的承诺户的承诺，，我们必须克我们必须克

服压力服压力，，完成目标完成目标！！””

隔离期一结束隔离期一结束，，团队成团队成

员迅速投入战斗员迅速投入战斗。。然然

而而，，意外状况层出不意外状况层出不

穷穷。。33 月月，，美国密歇根美国密歇根

州政府颁州政府颁布布““居家令居家令””，，

能否进入工厂成了未知能否进入工厂成了未知

数数。。““好不容易到了美好不容易到了美

国国，，就这样白白等待就这样白白等待，，

怎么办怎么办？？””面对众人的面对众人的

疑惑疑惑，，工厂管理团队结工厂管理团队结

合项目节点的特殊性召合项目节点的特殊性召

开讨论会议开讨论会议，，经多次沟经多次沟

通后通后，，最终客户同意在最终客户同意在

核酸检测结果显示阴性核酸检测结果显示阴性

后进厂安装后进厂安装。。

但美国疫情日益加但美国疫情日益加

剧剧，，坚守在海外的项目坚守在海外的项目

团队成员压力越来越团队成员压力越来越

大大，，家人不断打来电话家人不断打来电话

询问情况询问情况。。团队成员们团队成员们

提到最多的就是提到最多的就是，，““万万

一我得病了怎么办一我得病了怎么办？？””

为舒缓大家的压力为舒缓大家的压力，，延延

锋装备中心从国内持续锋装备中心从国内持续

输送防疫物资输送防疫物资，，还与北还与北

美洲的延锋兄弟公司建美洲的延锋兄弟公司建

立了急救联系方式立了急救联系方式。。对对

于海外逆行者家属于海外逆行者家属，，支支

部组织家庭日活动部组织家庭日活动，，领领

导上门慰问导上门慰问，，““只有后只有后

方稳固方稳固，，前方才能安心前方才能安心

无忧地开疆拓土无忧地开疆拓土。。””

66 月月，，又有新项目又有新项目

要在美国工厂投产要在美国工厂投产。。此此

时时，，很多成员已在当地很多成员已在当地

工作近工作近 44 个月个月，，开始准开始准

备设备交接和撤离备设备交接和撤离。。新新

的问题来的问题来了了，，美国大使美国大使

馆仍未开放馆仍未开放，，国内新团国内新团

队无法赴美接替先期团队无法赴美接替先期团

队队。。年轻工程师党员小年轻工程师党员小

丁和同事们毅然站了出丁和同事们毅然站了出

来来，，““我们留下我们留下。。””

经过经过 77 个多月的坚个多月的坚

守守，，第一批团队克服重第一批团队克服重

重压力重压力，，在北美洲在北美洲 33 家家

工厂完成了工厂完成了 44 条焊接流条焊接流

水线的交样水线的交样，，55 台单机台单机

设备进入工艺调试设备进入工艺调试。。疫疫

情中的逆行而上和奋斗情中的逆行而上和奋斗

坚守坚守，，为的就是真正兑为的就是真正兑

现对客户的承诺现对客户的承诺。。

为应对即将到来的为应对即将到来的

新业务新业务，，第二批团队前第二批团队前

往美国接替往美国接替。。又是一句又是一句

““党员干部先上党员干部先上””，，从周从周

峰到整个管理团队峰到整个管理团队，，纷纷

纷逆行海外纷逆行海外。。为了赶进为了赶进

度度，，大家一同动手安装大家一同动手安装

恢复新项目设备恢复新项目设备。。由于由于

美国和中国有美国和中国有1212小时时小时时

差差，，为了能和国内的技为了能和国内的技

术团队做好沟通术团队做好沟通，，他们他们

常常加班到深夜甚至通常常加班到深夜甚至通

宵宵，，为的就是快速连轴为的就是快速连轴

解决问题解决问题。。““我们这点我们这点

工作和压力跟第一批成工作和压力跟第一批成

员比起来不算什么员比起来不算什么。。””

制造部邱经理这样说制造部邱经理这样说。。

这支以管理层为主要成这支以管理层为主要成

员的团队员的团队，，和美国供应和美国供应

商一起完成了商一起完成了 22 台红外台红外

焊接装配设备焊接装配设备、、66 条焊条焊

接流水线接流水线、、2020多副装配多副装配

焊接工装的安装焊接工装的安装。。

这就是延锋装备中这就是延锋装备中

心海外项目团队心海外项目团队，，面对面对

疫情逆行而上疫情逆行而上，，防疫保防疫保

供不松懈供不松懈，，这支精兵劲这支精兵劲

旅以接力奋斗的方式旅以接力奋斗的方式，，

助力延锋全球化运营稳助力延锋全球化运营稳

步向前步向前。。他们是装备在他们是装备在

客户现场的最后一道防客户现场的最后一道防

线线，，后墙不倒后墙不倒，，协力坚协力坚

守守，，是延锋装备人的信是延锋装备人的信

念和行动念和行动。。 （孟子冰）

当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延锋装备

中心北美项目团队的奋斗故事是一个缩影。

在延锋，还有许多同事不畏艰险，奔赴世界

各地，投身各基地各类项目，直面时间紧、

任务重等重重挑战，战疫保供，紧密战斗，

只为达成客户满意。全力以赴，攻坚克难，

这些为投产保供逆行而上的身影，就在我们

身边，这是延锋人的信念，也是延锋人的战

斗力。 （延锋党委书记 王虹）

KiWi EVKiWi EV：：下一个宏光下一个宏光MINIEVMINIEV？？
短短20天订单数量突破6000辆，KiWi EV售价6.98万元起

微 评

民宿老板一口气
订购了9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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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没有一辆车
像KiWi 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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