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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汽通用打造坚韧型、灵活型、敏捷型供应链

数字化赋能，汗水铺就

““当当！！当当！！当当！！…………””

午夜钟声响起午夜钟声响起，，伴随着当伴随着当

年最后一辆整车缓缓驶出年最后一辆整车缓缓驶出

生产线生产线，，上汽通用汽车上汽通用汽车

20212021年度年度133133万辆的产量万辆的产量

目标如期达成目标如期达成。。

上汽通用汽车供应链上汽通用汽车供应链

保障团队压抑了一整年的保障团队压抑了一整年的

情绪在这一刻彻底爆发情绪在这一刻彻底爆发，，

兴奋兴奋、、紧张紧张、、如释重负如释重负

……万般情绪在团队成员……万般情绪在团队成员

心中涌出心中涌出。。

就在十几个小时前就在十几个小时前，，

最后一批涉芯物料刚刚敲最后一批涉芯物料刚刚敲

定定，，就马不停蹄地搭上首就马不停蹄地搭上首

尔尔--上海的航班上海的航班，，拣选拣选、、

清关清关、、抢运行云流水抢运行云流水，，消消

杀杀、、入库入库、、上线一气呵上线一气呵

成成，，宣告宣告 20212021 年物料保年物料保

供任务圆满完成供任务圆满完成。。

回望不平凡的回望不平凡的 20212021

年年，，各类各类““黑天鹅黑天鹅””事件事件

频发频发，，轮番冲击供应链安轮番冲击供应链安

全全。。多少场十万火急的会多少场十万火急的会

议议，，多少次不眠不休的战多少次不眠不休的战

斗斗，，上汽通用汽车供应链上汽通用汽车供应链

保障团队上下一心保障团队上下一心，，用汗用汗

水铺就了一条坚韧水铺就了一条坚韧、、灵灵

活活、、敏捷的供应链奋斗之敏捷的供应链奋斗之

路路。。

20212021 年 第 三 季 度年 第 三 季 度 ，，

南京疫情拉响警钟南京疫情拉响警钟，，扬州扬州

疫情导致全城封锁疫情导致全城封锁；；第四第四

季度季度，，绍兴疫情来势汹绍兴疫情来势汹

汹汹，，西安疫情形势严峻西安疫情形势严峻，，

连番的疫情攻击连番的疫情攻击，，给上汽给上汽

通用的供应链保障工作带通用的供应链保障工作带

来了巨大的挑战来了巨大的挑战。。

上汽通用汽车供应链上汽通用汽车供应链

保障团队运用数字化武保障团队运用数字化武

器器，，建立起一套成熟建立起一套成熟、、完完

善的供应链危机应对机善的供应链危机应对机

制制。。他们通过供应链数字他们通过供应链数字

一体化平台迅速锁定相关一体化平台迅速锁定相关

供应商供应商，，分析物料缺口分析物料缺口，，

确认风险等级确认风险等级；；生产计划生产计划

拉动市场部拉动市场部，，产销协同产销协同，，

优化排产优化排产，，为物料抢运争为物料抢运争

取时间取时间；；泛亚泛亚、、公司采公司采

购部购部、、质量部共同协商质量部共同协商，，

研究替代方案研究替代方案；；另一边另一边，，

运输分队结合地方防疫政运输分队结合地方防疫政

策策，，合理调整运输方案合理调整运输方案，，

制订备用路线制订备用路线，，输送防疫输送防疫

物资物资，，抢运紧急零件抢运紧急零件。。各各

部门部门、、各环节互相支持各环节互相支持，，

各方案各方案、、各措施相辅相各措施相辅相

成成，，共同编织出一张坚韧共同编织出一张坚韧

无比的供应链保供网无比的供应链保供网。。

““千磨万击还坚劲千磨万击还坚劲，，

任尔东西南北风任尔东西南北风””。。这已这已

经成为一种信念经成为一种信念，，根植在根植在

每一位上汽通用员工的心每一位上汽通用员工的心

中中。。

疫情影响阴霾未散疫情影响阴霾未散，，

芯片短缺雪上加霜芯片短缺雪上加霜。。去年去年

第四季度以来第四季度以来，，芯片缺货芯片缺货

程度和影响范围更甚以程度和影响范围更甚以

往往，，供供““芯芯””战役一触即战役一触即

发发。。面对危机面对危机，，供应链保供应链保

障团队突破传统思维束障团队突破传统思维束

缚缚，，秉承秉承““条条大路通罗条条大路通罗

马马””的理念的理念，，主动出击主动出击。。

供应商供货紧张供应商供货紧张，，保障小保障小

分队于第一时间驻扎一分队于第一时间驻扎一

线线，，掌握实时状态掌握实时状态，，紧跟紧跟

出货计划出货计划，，既关注自身零既关注自身零

件缺口件缺口，，同时也帮助供应同时也帮助供应

商解决难题商解决难题。。““一芯多一芯多

车车、、一车多芯一车多芯””错综复错综复

杂杂，，团队抓重点团队抓重点、、巧破巧破

局局，，充分发挥充分发挥 SGMSGM 全球全球

供应链网络优势供应链网络优势，，统筹各统筹各

方需求方需求，，进行跨国进行跨国、、跨企跨企

业业、、跨工厂芯片交换跨工厂芯片交换，，各各

取所需取所需，，实现多方共赢实现多方共赢。。

另外另外，，供应链保障团队协供应链保障团队协

同泛亚团队研究工程替代同泛亚团队研究工程替代

方案方案，，加班加点进行工程加班加点进行工程

验证验证，，确保产品质量确保产品质量。。截截

至至 20212021 年年底年年底，，团队累团队累

计 推 进计 推 进 6060 余 项 芯 片 替余 项 芯 片 替

代代，，大大缩减了芯片缺大大缩减了芯片缺

口口。。与此同时与此同时，，生产计划生产计划

也从原来的一周滚动切换也从原来的一周滚动切换

为每天更新为每天更新，，结合芯片实结合芯片实

时动态时动态，，灵活调整响应级灵活调整响应级

别别，，成功保障产量成功保障产量。。

柔性化的产线布局带柔性化的产线布局带

给上汽通用行业领先的市给上汽通用行业领先的市

场响应能力场响应能力，，也铸就了一也铸就了一

支支““执行强执行强，，响应快响应快””的的

供应链保障敏捷之师供应链保障敏捷之师。。供供

应链环节多应链环节多、、参与广参与广，，牵牵

一发而动全身一发而动全身，，““牛鞭效牛鞭效

应应””异常显著异常显著，，再加上柔再加上柔

性化生产模式的加持性化生产模式的加持，，对对

供应链保障团队而言供应链保障团队而言，，时时

间俨然就是生产力间俨然就是生产力，，就是就是

生产成本生产成本。。

依托供应链数字化依托供应链数字化、、

智能化布局智能化布局，，上汽通用供上汽通用供

应链敏捷拉满应链敏捷拉满，，急速辨识急速辨识

并响应一切潜在风险并响应一切潜在风险。。舆舆

情监控系统情监控系统 2424 小时不间小时不间

断运行断运行，，网罗全球供应链网罗全球供应链

潜在风险潜在风险。。供应链数字一供应链数字一

体化平台上体化平台上，，整合整合11万多万多

家供应商基础信息家供应商基础信息，，对对

6060 多家关键供应商更是多家关键供应商更是

推进系统对接推进系统对接，，实现长短实现长短

期预测期预测、、排产排产、、库存库存、、物物

流等数据的实时同步流等数据的实时同步，，风风

险一经辨识险一经辨识，，迅速锁定风迅速锁定风

险供应商险供应商、、风险零件风险零件，，指指

导供应链保障团队迅速决导供应链保障团队迅速决

策策，，快速部署快速部署。。数字助数字助

力力，，AIAI 赋能赋能，，整车智能整车智能

排产系统于第一时间更新排产系统于第一时间更新

排产排产，，调整车型分配调整车型分配。。入入

厂物流智能集成平台基于厂物流智能集成平台基于

最新生产计划最新生产计划，，在在 3030 分分

钟内迅速生成最优运输路钟内迅速生成最优运输路

径方案径方案。。这是数字化赋这是数字化赋

能能，，是各职能部门倾力协是各职能部门倾力协

作作，，也是上汽通用也是上汽通用、、零件零件

供应商供应商、、物流服务商的全物流服务商的全

链协同链协同，，一次又一次化解一次又一次化解

供应链危机供应链危机，，不断突破不断突破，，

捍卫供应链安全捍卫供应链安全。。

（吴柳）

上汽通用供应链数字一体化平台

凯迪拉克：未来半年将新开设10家IQ空间

新年伊始新年伊始，，凯迪拉克凯迪拉克

纯电纯电 IQIQ 空间上海浦东嘉空间上海浦东嘉

里城店盛大开业里城店盛大开业。。这是继这是继

上海北外滩来福士店上海北外滩来福士店、、前前

滩得乐坊店滩得乐坊店、、长宁来福士长宁来福士

店店、、闵行百联南方店之闵行百联南方店之

后后，，沪上第五家凯迪拉克沪上第五家凯迪拉克

纯电纯电IQIQ空间空间。。

截至目前截至目前，，凯迪拉克凯迪拉克

纯 电纯 电 IQIQ 空 间 已 经 在 上空 间 已 经 在 上

海海、、杭州杭州、、南京南京、、郑州郑州、、

广州广州、、深圳深圳、、成都成都77座城座城

市开业市开业 1111 家门店家门店。。未来未来

半年内半年内，，凯迪拉克计划在凯迪拉克计划在

全国重点城市新开设全国重点城市新开设 1010

家家IQIQ空间空间。。

开业当天开业当天，，凯迪拉克凯迪拉克

举办了一场名为举办了一场名为““LET'SLET'S

TALKTALK”” 的 线 上 直 播 活的 线 上 直 播 活

动动，，带领用户走进凯迪拉带领用户走进凯迪拉

克克 IQIQ 空间空间，，花点时间坐花点时间坐

下来聊一聊下来聊一聊。。

直播中直播中，，上汽通用汽上汽通用汽

车新能源战略部部长潘蒙车新能源战略部部长潘蒙

蒙更是直言蒙更是直言：：““我不喜欢我不喜欢

‘‘用户运营用户运营’’这个词这个词，，这这

让人有一种主机厂高高在让人有一种主机厂高高在

上的感觉上的感觉，，凯迪拉克采用凯迪拉克采用

的是用户直联的理念的是用户直联的理念，，以以

用户需求为核心用户需求为核心。。””

正如他所言正如他所言，，针对电针对电

动车用户的全新消费习动车用户的全新消费习

惯惯，，凯迪拉克以用户需求凯迪拉克以用户需求

为核心为核心，，通过创新的营销通过创新的营销

模式直联每一位用户模式直联每一位用户，，探探

索全新的索全新的、、本土化的本土化的““共共

创创””模式模式，，打造线上线下打造线上线下

闭环式服务体验闭环式服务体验。。

在线上在线上，，用户首先可用户首先可

以通过以通过 IQ AppIQ App 的的 360360°°

看车功能看车功能，，对对 LYRIQLYRIQ 的的

外观外观、、内饰内饰、、配置等信息配置等信息

进行初步了解进行初步了解；；如果想进如果想进

一步了解产品一步了解产品，，可以点击可以点击

阅读产品经理陆续发布的阅读产品经理陆续发布的

百余篇文章百余篇文章，，对对 LYRIQLYRIQ

进行详细了解进行详细了解；；如果想要如果想要

““一对一一对一””服务服务，，可以通可以通

过过AppApp直联产品专家直联产品专家；；如如

果专家没有解决用户的问果专家没有解决用户的问

题题，，AppApp还提供一站式管还提供一站式管

家服务家服务，，背后聚集了包括背后聚集了包括

售后售后、、产品产品、、运营运营、、销销

售售、、充电等在内的团队核充电等在内的团队核

心成员心成员，，以最快的速度来以最快的速度来

响应用户的需求响应用户的需求。。

同时同时，，凯迪拉克通过凯迪拉克通过

线上线上AppApp建立起了激励体建立起了激励体

系系。。用户通过签到用户通过签到、、邀邀

请请、、转发等可积累积分转发等可积累积分，，

还可兑换权益还可兑换权益，，如参与线如参与线

下培训课程下培训课程、、线上商城兑线上商城兑

换精品等换精品等。。不仅如此不仅如此，，用用

户还能在共创过程中拥有户还能在共创过程中拥有

更多话语权更多话语权，，如与顶尖商如与顶尖商

学院合作学院合作，，共同开发课程共同开发课程

等等。。

在线下的在线下的 LYRIQLYRIQ 用用

户活动中户活动中，，有节日派对有节日派对、、

艺术展艺术展、、音乐会音乐会、、脱口秀脱口秀

……无论你想成为运动达……无论你想成为运动达

人人、、艺术新知艺术新知，，还是时尚还是时尚

弄潮儿弄潮儿、、美食生活家美食生活家，，在在

LYRIQLYRIQ 用户活动中用户活动中，，都都

能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并能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并

不断被赋能不断被赋能。。

更有意思的是更有意思的是，，据透据透

露露，，后续凯迪拉克还将推后续凯迪拉克还将推

出一个高阶课程出一个高阶课程，，在上汽在上汽

通用汽车广德试车场的赛通用汽车广德试车场的赛

道上提供专业的赛道驾驶道上提供专业的赛道驾驶

技能培训技能培训，，让普通车主也让普通车主也

能拥有开赛车的机会能拥有开赛车的机会。。

（王京）

积极应对 提升韧性

灵活应对 突破局限

紧密连接 敏捷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