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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论坛”系列评述

以改革创新为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

实 现 高 质 量 发实 现 高 质 量 发

展展，，最难的是进行市最难的是进行市

场化导向的机制体制场化导向的机制体制

改革改革，，最重要的恰恰最重要的恰恰

也是通过机制体制改也是通过机制体制改

革激发干部员工创新革激发干部员工创新

创业的激情干劲创业的激情干劲。。

加快改革创新发加快改革创新发

展工作会议首次公布展工作会议首次公布

了上汽深化改革的几了上汽深化改革的几

个具体方案个具体方案，，涉及干涉及干

部人事制度改革部人事制度改革、、激激

励约束机制励约束机制、、经营体经营体

制机制变革等多方面制机制变革等多方面。。

上汽力图通过有上汽力图通过有

序推进干部序推进干部““市场化市场化

选聘选聘、、契约化管理契约化管理””

相关工作相关工作，，强化考核强化考核

结果运用结果运用，，打造一支打造一支

敢闯敢拼的敢闯敢拼的““硬核硬核””

干部队伍干部队伍；；力争通过力争通过

多种形式的中长期激多种形式的中长期激

励约束手段的建立励约束手段的建立，，

充分激发骨干员工干充分激发骨干员工干

事创业的积极性事创业的积极性、、主主

动性和创造性动性和创造性；；力求力求

通过新经营体制机制通过新经营体制机制

在部分创新企业的试在部分创新企业的试

点点，，““以点带面以点带面””推动推动

集团的整体转型集团的整体转型。。

新愿景使命价值新愿景使命价值

观是一幅上汽整体转观是一幅上汽整体转

型型、、实现高质量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

的战略蓝图的战略蓝图。。以改革以改革

创新促进上汽创新促进上汽““十四十四

五五””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上上

汽集团董事长陈虹掷汽集团董事长陈虹掷

地有声地有声：：““要要有有‘‘黄沙黄沙

百战穿金甲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不破楼兰

终不还终不还’’的决心和韧的决心和韧

劲劲，，要坚决顶住市场要坚决顶住市场

调整的压力调整的压力，，要继续要继续

保 持 改 革 创 新 的 定保 持 改 革 创 新 的 定

力力。。””

本报评论员

今年上汽质量月今年上汽质量月

大会与往年不同大会与往年不同，，在在

质量月大会之前质量月大会之前，，加加

上了上了““加快改革创新加快改革创新

发展工作会议发展工作会议””。。事实事实

上上，，从今年从今年 66 月中旬月中旬

发布发布““新上汽新上汽””愿景愿景

使命价值观使命价值观，，到到 77 月月

初召开初召开““新赛道新赛道””自自

主创新重大战略项目主创新重大战略项目

誓师大会誓师大会，，这一连串这一连串

紧锣密鼓的重大会议紧锣密鼓的重大会议

背后背后，，都在释放三个都在释放三个

不容忽视的信号不容忽视的信号。。

当前当前，，汽车行业汽车行业

正处在发展的十字路正处在发展的十字路

口口，，绿色智能科技必绿色智能科技必

将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将成为高质量发展的

新动能新动能。。上汽全新的上汽全新的

愿景使命愿景使命““引领绿色引领绿色

科 技科 技 ，， 逐 梦 精 彩 出逐 梦 精 彩 出

行行””，，正是对这一趋势正是对这一趋势

的准确把握的准确把握。。

在加快改革创新在加快改革创新

发展工作会议上发展工作会议上，，上上

汽集团董事长陈虹通汽集团董事长陈虹通

报了上汽四个报了上汽四个““新赛新赛

道道””自主创新重大战自主创新重大战

略项目的进展情况略项目的进展情况。。

这些项目的确立和推这些项目的确立和推

进进，，体现了上汽持续体现了上汽持续

实现实现““引领引领””的决心的决心。。

智己汽车项目是智己汽车项目是

上汽改革创新的集成上汽改革创新的集成

与实践载体与实践载体，，难度大难度大、、

任务任务重重。。产品端产品端、、营营

销端销端、、制造端都已经制造端都已经

开始打硬仗开始打硬仗，，力保到力保到

年底小批量交付年底小批量交付，，明明

年年22月实现批量投产月实现批量投产。。

RR 标汽车虽然已标汽车虽然已

经开始销售经开始销售，，但品牌但品牌

知名度还未打开知名度还未打开。。预预

计今年年底发布中英计今年年底发布中英

文品牌名文品牌名，，强化用户强化用户

对品牌的认知对品牌的认知，，并确并确

保明年新品的投放保明年新品的投放。。

智驾出行项目集成智驾出行项目集成

了多项人工智能和数据了多项人工智能和数据

运营技术运营技术，，目前正在加目前正在加

紧测试紧测试，，力争年底开展力争年底开展

区域性示范运营区域性示范运营。。

智能重卡项目是智智能重卡项目是智

能驾驶商业化落地的重能驾驶商业化落地的重

要项目要项目。。日前日前，，商用车商用车

智能驾驶科创公司友道智能驾驶科创公司友道

智途已成立智途已成立，，明年要挑明年要挑

战规模化商业运营战规模化商业运营。。

核心技术是国之重核心技术是国之重

器器，，是企业实现高质量是企业实现高质量

发展的立身之本发展的立身之本，，必须必须

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未来未来，，汽车行业的汽车行业的

核心技术就是核心技术就是““数据决数据决

定体验定体验、、软件定义汽软件定义汽

车车””的能力的能力，，具体体现具体体现

在电动化在电动化、、智能网联和智能网联和

数字化三个方面数字化三个方面。。在这在这

些领域些领域，，上汽已经布局上汽已经布局

专注电动化的捷能公专注电动化的捷能公

司司、、捷氢科技捷氢科技，，聚焦智聚焦智

能网联的联创电子能网联的联创电子、、零零

束软件束软件、、中海庭和服务中海庭和服务

数字化的帆一尚行等科数字化的帆一尚行等科

技创新企业技创新企业。。

当然当然，，上汽也充分上汽也充分

认识到认识到，，随着汽车行业随着汽车行业

发展发展，，产业链格局将被产业链格局将被

重构重构，，未来整车企业和未来整车企业和

技术创新企业将会是一技术创新企业将会是一

种伙伴关系种伙伴关系，，在共享共在共享共

赢中实现共进赢中实现共进。。会议透会议透

露露，，上汽要在电动化领上汽要在电动化领

域深化与宁德时代域深化与宁德时代、、清清

陶等合作陶等合作，，在智能网联在智能网联

领域加强与领域加强与 MomentaMomenta、、

地平线等合作地平线等合作，，以及加以及加

快与百度快与百度、、腾讯等在智腾讯等在智

能汽车生态领域的战略能汽车生态领域的战略

合作合作，，储备和提升上汽储备和提升上汽

的硬核技术能力的硬核技术能力。。

有了新伙伴有了新伙伴，，不能不能

忘记老朋友忘记老朋友。。未来上汽未来上汽

与通用汽车与通用汽车、、大众汽车大众汽车

1.新赛道项目凸显

“引领绿色科技”决心

2.增强核心自研的同时

关注“伙伴共进”

3.将新一轮改革

向纵深推进

等老朋友也将深化合等老朋友也将深化合

作作，，保持合资企业领保持合资企业领

先优势先优势，，并在创新发并在创新发

展中取得新突破展中取得新突破。。

本报记者 严瑶

““质量工作不仅是质质量工作不仅是质

量部门的工作量部门的工作，，大到一家大到一家

企业企业，，小到一名员工小到一名员工，，都都

要有对用户负责要有对用户负责、、对下游对下游

负 责 的 态 度负 责 的 态 度 。。”” 99 月月 1010

日日，，上汽集团召开加快改上汽集团召开加快改

革创新发展工作会议暨革创新发展工作会议暨

20212021 年 度 质 量 月 大 会年 度 质 量 月 大 会 。。

上汽集团董事长陈虹在会上汽集团董事长陈虹在会

上表示上表示，，上汽旗下各企业上汽旗下各企业

要结合践行新愿景使命价要结合践行新愿景使命价

值观值观，，进一步增进一步增强强““以用以用

户为中心户为中心””理理念念，，切实把切实把

““强化质量安全强化质量安全，，助力上助力上

汽新赛道新发展汽新赛道新发展””的质量的质量

月主题月主题，，贯穿到日常工作贯穿到日常工作

的的““始终始终””，，落实到每个落实到每个

环节的环节的““表里表里””，，营造营造

““质量工作质量工作、、人人有责人人有责””

的良好氛围的良好氛围。。

““质量工作不是质量工作不是‘‘听听

表扬表扬’’的的，，主要是不断寻主要是不断寻

找薄弱项找薄弱项，，抓问题改进抓问题改进

的的。。””陈虹直言不讳陈虹直言不讳。。尤尤

其是近期其是近期，，国家陆续出台国家陆续出台

了汽车了汽车““新三包新三包””、、排放排放

召回等新规召回等新规，，随着随着““双双

碳碳””的目标提出的目标提出，，汽车的汽车的

质量管理只会日趋严格质量管理只会日趋严格。。

““这就要求每位上汽这就要求每位上汽

人牢牢绷紧人牢牢绷紧‘‘质量意识质量意识’’这这

根弦根弦，，始终坚持质量工作始终坚持质量工作

的基石地位不动摇的基石地位不动摇。。””陈陈

虹指出虹指出，，上汽各级领导要上汽各级领导要

切实承担起自身的切实承担起自身的““质量质量

责任责任””，，形成一级抓一形成一级抓一

级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局层层抓落实的工作局

面面。。““对内对内””要严格按照要严格按照

工作流程工作流程、、工艺规范和规工艺规范和规

章制度办事章制度办事，，将各项质量将各项质量

标准不折不扣执行到位标准不折不扣执行到位；；

““对外对外””要持续加强供应要持续加强供应

链的质量监管链的质量监管，，确保产品确保产品

质量的稳定性和一致性质量的稳定性和一致性。。

当前当前，，汽车产业正在汽车产业正在

发生变革发生变革，，国家对智能汽国家对智能汽

车软件管理车软件管理仍处于仍处于起步阶起步阶

段段。。““这对上汽来说这对上汽来说，，是个是个

机会机会。。””陈虹表示陈虹表示，，““我我们要们要

在持续提升软件开发能力在持续提升软件开发能力

的同时的同时，，快速提升软件测快速提升软件测

试和验证能力试和验证能力，，以及软件以及软件

的升级迭代能力的升级迭代能力，，并参与并参与

标准标准、、流程和体系的制流程和体系的制

订订，，力争在行业内抢占软力争在行业内抢占软

件技术制高点和话语权件技术制高点和话语权。。””

守牢质量底线守牢质量底线，，只是只是

最基本的要求最基本的要求。。要使质量要使质量

真正成为企业的竞争优真正成为企业的竞争优

势势，，就必须从用户的角度就必须从用户的角度

去理解去理解、、去思考质量的内去思考质量的内

涵涵，，努力把用户需求转化努力把用户需求转化

为质量工作的目标为质量工作的目标，，不断不断

满足并超越用户的期望满足并超越用户的期望。。

不久前不久前，，上汽提出业上汽提出业

务模式要从务模式要从toBtoB全面转向全面转向

toCtoC的目标的目标。。陈虹在会上陈虹在会上

表示表示：：““市场和用户的认市场和用户的认

可可，，是检验包括质量工作是检验包括质量工作

在内的企业经营成效的唯在内的企业经营成效的唯

一标准一标准。。””

随着国内车市和消费随着国内车市和消费

群体的日渐成熟群体的日渐成熟，，用户对用户对

高质量产品与服务的定义高质量产品与服务的定义

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对企对企

业质量管理工作提出了更业质量管理工作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高的要求。。对新上汽而对新上汽而

言言，，就需要做到四个就需要做到四个““加加

快快””：：一要加快形成用户一要加快形成用户

感知质量的评判标准和体感知质量的评判标准和体

系系；；二要加快填补软件等二要加快填补软件等

质量管理的空白质量管理的空白；；三要加三要加

快数字化技术在质量管理快数字化技术在质量管理

中的应用中的应用；；四要加快推进四要加快推进

营销体系变革营销体系变革，，持续提升持续提升

用户服务质量用户服务质量。。

会上会上，，上汽集团总裁上汽集团总裁

王晓秋就上汽质量管理工王晓秋就上汽质量管理工

作和全年经济工作目标任作和全年经济工作目标任

务进行部署务进行部署，，上汽集团副上汽集团副

总裁陈德美布置质量月重总裁陈德美布置质量月重

点工作并宣读表彰点工作并宣读表彰。。

上汽召开加快改革创新发展工作
会议暨2021年度质量月大会

夯实技术能力

守住质量“底线”

增强用户观念

提升质量“高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