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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干部要勇担创新转型重任
本报记者 严瑶

““年轻干部要勇于挑年轻干部要勇于挑

起起创新转型创新转型的重担的重担。。””99

月月 1515 日日，，上汽集团召开上汽集团召开

20212021 年度年轻干部挂职年度年轻干部挂职

工作会议工作会议，，上汽集团党委上汽集团党委

书书记记、、董董事长陈虹讲话事长陈虹讲话，，

上汽集团党委副书记上汽集团党委副书记、、副副

总裁周郎辉主持会议总裁周郎辉主持会议。。会会

议指出议指出，，面对市场演变面对市场演变、、

技术进步技术进步、、行业变革所带行业变革所带

来的多重挑战来的多重挑战，，对干部人对干部人

才队伍才队伍提出了更高的要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求，，希望年轻干部能希望年轻干部能抓住抓住

机遇机遇，，勇于挑起创新转型勇于挑起创新转型

的重任的重任。。挂职干部要通过挂职干部要通过

挂职锻炼达到丰富经历挂职锻炼达到丰富经历、、

积累经验的目标积累经验的目标，，在解决在解决

实际问题中增长才能实际问题中增长才能，，为为

企业发展增添新动力企业发展增添新动力。。

今年今年 3131 名挂职干部名挂职干部

中中，，9090后达到半数以上后达到半数以上，，

平均年龄为平均年龄为 3232 岁岁，，为历为历

次挂职干部中最年轻的一次挂职干部中最年轻的一

批批。。陈虹表示陈虹表示：：““很高兴很高兴

看到今年有更多年轻干部看到今年有更多年轻干部

参加挂职锻炼参加挂职锻炼。。上汽会加上汽会加

快探索干部培养新路径快探索干部培养新路径，，

为优秀年轻干部提供更广为优秀年轻干部提供更广

阔的发展舞台阔的发展舞台。。””

据悉据悉，，今年上汽集团今年上汽集团

挂职锻炼工作将进一步围挂职锻炼工作将进一步围

绕创新转型绕创新转型、、升级发展的升级发展的

战略目标战略目标，，在总部在总部、、创新创新

企业企业、、整车企业整车企业、、销售服销售服

务企业务企业、、国际经营企业国际经营企业，，

以及规模较大企业设置挂以及规模较大企业设置挂

职锻炼岗位职锻炼岗位，，由管理经验由管理经验

丰富的领导带教丰富的领导带教，，通过挂通过挂

实职实职、、压担子压担子、、交任务交任务，，

在实践锻炼中切实提升年在实践锻炼中切实提升年

轻干部的使命担当轻干部的使命担当、、战略战略

意识意识、、系统思维和复合工系统思维和复合工

作能力作能力。。

20152015 年以来年以来，，大批大批

上汽挂职干部通过承担具上汽挂职干部通过承担具

体工作任务体工作任务，，参与企业重参与企业重

点项目点项目，，进一步增强了责进一步增强了责

任感和使命感任感和使命感，，增长了专增长了专

业知识和工作能力业知识和工作能力。。挂职挂职

干部中已有多人走上企业干部中已有多人走上企业

领导岗位领导岗位，，成为上汽集团成为上汽集团

干部队伍中的新生力量干部队伍中的新生力量。。

上汽集团召开2021年度年轻干部挂职工作会议，陈虹在会上要求

首席记者 李修慧

本报记者 严瑶

99月月1616日日，，在在““20212021

世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界新能源汽车大会””

主论坛上主论坛上，，上汽集团总上汽集团总

裁王晓秋宣布了上汽新裁王晓秋宣布了上汽新

能源汽车发展战略规能源汽车发展战略规

划划：：到到 20252025 年年，，上汽上汽

集团规划在全球实现新集团规划在全球实现新

能源车销量超过能源车销量超过270270万万

辆辆，，占上汽整车销量的占上汽整车销量的

比重不低于比重不低于3232%%。。

会上会上，，上汽集团表上汽集团表

示将力争在示将力争在 20252025 年前年前

实现高质量的碳达峰实现高质量的碳达峰。。

这意味着最晚从这意味着最晚从 20252025

年起年起，，即使产量继续增即使产量继续增

加加，，上汽的碳排放总量上汽的碳排放总量

也必须不断下降也必须不断下降，，直至直至

实现碳中和的愿景实现碳中和的愿景。。王王

晓秋表示晓秋表示：：““目前目前，，上上

汽的碳减排工作正以产汽的碳减排工作正以产

品端为核心品端为核心，，加快向生加快向生

产端和使用端延伸产端和使用端延伸，，重重

点聚焦新能源汽车发点聚焦新能源汽车发

展展，，全面推进全面推进‘‘双碳双碳’’

目标落地目标落地。。””

根据行业测算根据行业测算，，纯纯

电动和插混车型相比同电动和插混车型相比同

类型燃油车类型燃油车，，在全生命在全生命

周期的碳排放分别至少周期的碳排放分别至少

要降低要降低 3030%%和和 1515%%，，因因

此此，，提高新能源车销量提高新能源车销量

占比占比，，对于全社会减少对于全社会减少

碳排放意义重大碳排放意义重大。。

发力新能源汽车市发力新能源汽车市

场正是上汽近年来的主场正是上汽近年来的主

攻 方 向攻 方 向 。。 数 据 显 示数 据 显 示 ，，

““十三五十三五””期间期间，，上汽上汽

新能源车销量的年均复新能源车销量的年均复

合增长率达到合增长率达到9090%%；；今今

年上半年年上半年，，上汽销售新上汽销售新

能源车超过能源车超过 2828 万辆万辆，，

同比增长同比增长 400400%%，，占集占集

团整车销量的比重从去团整车销量的比重从去

年的年的 55..77%%提升至提升至 1313%%；；

其中其中，，自主品牌新能源自主品牌新能源

车占上汽自主品牌销量车占上汽自主品牌销量

的比重已达的比重已达2424%%，，并在并在

欧洲市场持续突破欧洲市场持续突破，，上上

半年销量已达半年销量已达11..33万辆万辆。。

实现绿色低碳发实现绿色低碳发

展展，，不仅是企业的责不仅是企业的责

任任，，更是长远的战略更是长远的战略。。

在低碳出行生态建设方在低碳出行生态建设方

面面，，上汽自上汽自 20162016 年起年起

探索开展新能源共享出探索开展新能源共享出

行业务行业务，，55年来年来，，按照按照

同等行驶里程对应传统同等行驶里程对应传统

燃油车的碳排放燃油车的碳排放，，上汽上汽

通过推广新能源共享出通过推广新能源共享出

行累计减少碳排放量约行累计减少碳排放量约

1313万吨万吨。。

在生产制造领域在生产制造领域，，

上 汽 同 样 强 调上 汽 同 样 强 调 ““ 低低

碳碳””。。王晓秋表示王晓秋表示：：““我我

们正在进一步加强对重们正在进一步加强对重

点用能单位的能源总量点用能单位的能源总量

和产品单位能耗的管和产品单位能耗的管

理理，，持续推进绿色制造持续推进绿色制造

和 能 效 标 杆 项 目 建和 能 效 标 杆 项 目 建

设设。。””据悉据悉，，今年上半今年上半

年年，，上汽重点用能企业上汽重点用能企业

通过推广通过推广 7070 余个节能余个节能

项目项目，，预计年节能达到预计年节能达到

22..44 万 吨 标 准 煤万 吨 标 准 煤 。。 同同

时时，，上汽还持续提升上汽还持续提升

““绿电绿电””使用占比使用占比，，利利

用厂房屋顶等进行光伏用厂房屋顶等进行光伏

发电发电，，上半年上汽自建上半年上汽自建

分布式光伏发电量达到分布式光伏发电量达到

11..11 亿度亿度，，已占总用电已占总用电

量的量的55%%左右左右。。

此外此外，，上汽还与鄂上汽还与鄂

尔多斯联手打造全球首尔多斯联手打造全球首

个万辆级燃料电池重卡个万辆级燃料电池重卡

产业化应用项目产业化应用项目。。项目项目

建成后建成后，，通过上汽燃料通过上汽燃料

电池重卡的应用替换电池重卡的应用替换，，

每年可减少近每年可减少近 5050 万吨万吨

的二氧化碳排放的二氧化碳排放。。

今年今年66月月，，上汽集上汽集

团发布新司标团发布新司标，，并以并以

““引领绿色科技引领绿色科技、、逐梦逐梦

精彩出行精彩出行””为新愿景使为新愿景使

命命，，以以““用户为本用户为本、、伙伙

伴共进伴共进、、创新致远创新致远””为为

新价值观新价值观，，不但点出了不但点出了

““ 新 上 汽新 上 汽 ”” 的 企 业 责的 企 业 责

任任，，更是彰显出长远战更是彰显出长远战

略略。。

在向新能源汽车快在向新能源汽车快

速发展的赛道上速发展的赛道上，，上汽上汽

清楚地看到清楚地看到：：市场用户市场用户

才是决定新能源车渗透才是决定新能源车渗透

率 高 低 快 慢 的 关 键率 高 低 快 慢 的 关 键 。。

““低碳材料和技术的应低碳材料和技术的应

用用，，必须一切从用户的必须一切从用户的

需求和体验出发需求和体验出发，，才能才能

实现降碳成本向用户价实现降碳成本向用户价

值的转化值的转化，，最终为用户最终为用户

创造价值创造价值。。””王晓秋说王晓秋说。。

目前目前，，上汽正在加上汽正在加

紧新一代平台化动力电紧新一代平台化动力电

池的研发池的研发，，并计划于今并计划于今

年年底投产年年底投产。。

““上汽将积极布局上汽将积极布局

新一代锂电池新一代锂电池、、固态电固态电

池池、、碳化硅功率器件等碳化硅功率器件等

前瞻技术前瞻技术，，不断降低电不断降低电

动车在原材料阶段的碳动车在原材料阶段的碳

排放排放，，持续改善产品的持续改善产品的

碳强度指标碳强度指标。。””王晓秋王晓秋

表示表示，，同时同时，，考虑到在考虑到在

一般情况下一般情况下，，用于私人用于私人

用户端的电池只能服务用户端的电池只能服务

2020 万公里万公里，，无法有效无法有效

摊薄从原材料到生产这摊薄从原材料到生产这

块电池所产生的碳排放块电池所产生的碳排放

量量，，并造成了很大的资并造成了很大的资

源浪费源浪费，，因此因此，，基于电基于电

池的生命周期管理池的生命周期管理，，上上

汽设计了全新的汽设计了全新的““车电车电

分离商业模式分离商业模式””，，打通打通

了私人用户与运营车辆了私人用户与运营车辆

的电池壁垒的电池壁垒，，通过租赁通过租赁

方式方式，，使得一块电池可使得一块电池可

以服务最长达以服务最长达 6060 万公万公

里里，，既能降低用户的购既能降低用户的购

置成本置成本，，又能促进电池又能促进电池

资产的循环梯度利用资产的循环梯度利用，，

有效降低全生命周期的有效降低全生命周期的

碳排放碳排放。。

上汽力争2025年前实现碳达峰
到2025年，上汽新能源车销量将超过270万辆，占整车销
量比重不低于32%，并力争实现高质量的碳达峰

近日近日，，德国汽车市场德国汽车市场

研究机构汽车管理中心研究机构汽车管理中心

（（Center of AutomotiveCenter of Automotive

ManagementManagement，， CAMCAM）） 发发

布了布了““20212021 全球车企创全球车企创

新排行榜新排行榜””，，对对3030家全球家全球

汽车制造商的原创性和用汽车制造商的原创性和用

户体验等进行筛选和评户体验等进行筛选和评

估估，，共汇总近共汇总近 8080 个汽车个汽车

品牌品牌、、654654项技术创新成项技术创新成

果果。。榜单前十位首次出现榜单前十位首次出现

三家中国车企三家中国车企，，其中其中，，上上

汽集团排在大众汽集团排在大众、、奔驰奔驰、、

特斯拉和宝马之后特斯拉和宝马之后，，名列名列

第 五第 五 。。 这 是这 是 20052005 年 以年 以

来来，，中国汽车制造商首次中国汽车制造商首次

进入创新排名前进入创新排名前55位位，，可可

以说取得了突破性的成以说取得了突破性的成

绩绩。。

随着新能源随着新能源、、新材料新材料

和互联网和互联网、、大数据大数据、、人工人工

智能等技术的飞速发展智能等技术的飞速发展，，

过去的汽车产业格局正在过去的汽车产业格局正在

被打破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全取而代之的是全

新的电动智能竞争新赛新的电动智能竞争新赛

道道。。作为中国汽车龙头企作为中国汽车龙头企

业业，，上汽集团全面推动技上汽集团全面推动技

术创新术创新，，在电动智能全新在电动智能全新

赛道上率先布局赛道上率先布局、、全力冲全力冲

刺刺。。 （恭观）

上汽集团位居“2021 全球
车企创新排行榜”第五

99 月月 1515 日日，，继今年继今年 33

月领投月领投 Momenta CMomenta C 轮融轮融

资资，，并成为第一大机构投并成为第一大机构投

资者后资者后，，上汽集团宣布追上汽集团宣布追

加投资全球领先智驾创业加投资全球领先智驾创业

公司公司MomentaMomenta。。双方将深双方将深

化在智能驾驶核心技术领化在智能驾驶核心技术领

域的战略合作域的战略合作，，共同开发共同开发

全栈智驾算法全栈智驾算法，，合力推动合力推动

LL44 级自动驾驶在国内加级自动驾驶在国内加

快落地快落地，，积极引领全球智积极引领全球智

能驾驶技术产业化发展能驾驶技术产业化发展。。

上汽是中国智能驾驶上汽是中国智能驾驶

技术技术““急先锋急先锋””，，通过多通过多

年来在乘用车年来在乘用车、、商用车领商用车领

域不断深化布局域不断深化布局，，积极推积极推

动智能驾驶技术商业化落动智能驾驶技术商业化落

地地，，已取得丰硕成果已取得丰硕成果。。

MomentaMomenta是全球领先的自是全球领先的自

动驾驶公司动驾驶公司，，致力于提供致力于提供

开创性的开创性的 AIAI 技术技术，，以赋以赋

能更安全能更安全、、舒适舒适、、高效的高效的

未来智慧出行未来智慧出行。。该公司通该公司通

过过““量产数据量产数据””、、““数据驱数据驱

动的算法动的算法””和和““闭环自动闭环自动

化化””的的““飞轮飞轮””技术洞技术洞

察察 ，， 及 量 产 自 动 驾 驶及 量 产 自 动 驾 驶

（（MpilotMpilot）） 与完全无人驾与完全无人驾

驶驶 （（MSDMSD）） 相 结 合 的相 结 合 的

““两条腿两条腿””产品战略产品战略，，更更

快速快速、、高效地实现无人驾高效地实现无人驾

驶规模化落地驶规模化落地。。

未来未来，，汽车将融汇大汽车将融汇大

数据数据、、云计算云计算、、人工智人工智

能能、、物联网等多项变革性物联网等多项变革性

技术技术，，真正成为移动的智真正成为移动的智

能终端能终端。。上汽将在积极自上汽将在积极自

主掌控核心技术的同时主掌控核心技术的同时，，

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与业与业

内同行内同行、、跨界伙伴继续深跨界伙伴继续深

化合作化合作，，积极拥抱万物互积极拥抱万物互

联的智能时代联的智能时代，，共同促进共同促进

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

展展。。 （恭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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