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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运用的领域很广，影视、植保、
安防、测绘……”谈到无人机的市场前景，
23岁的创业者胡可力充满了信心。2019
年，人社部联合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统计局
正式向社会发布了38个新职业，其中，将
无人机驾驶员定义为通过远程控制设备，
驾驶无人机完成既定飞行任务的人员，胡
可力就是这样一名无人机驾驶员，并且他
还创立了公司，旗下的“飞手”平均月收入
都过万。

大二通过培训成为持证机长
记者近日联系上胡可力时，他正在浙

江出差。1997年出生的他，去年毕业于重
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工程测量专业，在毕
业答辩的前一个星期，他就注册了一家科
技公司。胡可力回忆，自己第一次接触无
人机是在大二下学期的一次科普讲座上，

“其实在我们的摄影测量课上，老师就讲到
运用无人机测绘，当真正接触到之后，我就
被多用途的无人机技术吸引了。”

因为看好无人机市场，2018年暑假，胡
可力花了1.2万元，参加了20天的封闭训
练，拿到了AOPA证（中国民航局颁发的民
用无人机驾驶员合格证），成为了一名无人
机持证机长。接着，胡可力先后在重庆市
无人机产业协会秘书处、无人机网等地实
习，掌握了无人机进行植保、地质测绘方面
的技术。

公司旗下“飞手”月入过万
2019年4月，无人机驾驶员成为国家

认可的新职业。据了解，目前航拍服务的
市场价在每天2000元到3000元，如果用
更专业的航拍设备，价格在 4000 元到
5000元。那时，胡可力就有了创业的念
头，两个月后他便注册成立了重庆淼瞰恒
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成立2个月，胡可
力的团队就接连拿下了3项大单业务：浙江
金华1200亩农田植保、上海农场1.5万亩
水稻除虫、广东茂名烷烃资源综合利用项
目水下地形测量。目前，其公司已经拥有
了20多名员工，今年1月至今，营业额已达
到了70万元。

而对于旗下员工的待遇，胡可力毫不

隐瞒，“无人机驾驶这个职业收入是可观
的。”他说，公司的无人机AOPA的持证“飞
手”，按照工作量，平均月薪都在一万元以
上，比如植保用无人机给农作物喷洒农药，
待遇就会以植保的面积来算，“我们拿到了
民航局的培训资质，目前也在做培训，教员
的整体工资也在1万元至1.5万元之间。”

胡可力介绍，无人机运用的领域很广，
比如航拍摄影，很多电视剧、电影、综艺镜
头都是用的无人机航拍，还有农作物的植
保作业、无人机测绘、无人机应急服务、无
人机巡防、无人机快递、以及培训等等。因
此现在很多人都看好这一新兴职业，目前
在胡可力的公司培训成功取得AOPA证的
学员已经有70多人，其中有80%的人都做
了职业“飞手”。

当“飞手”要经得起奔波日晒
虽然待遇可观，前景也不错，但当一名

“飞手”，也是一件辛苦的事。
胡可力回忆，今年6月，他就一个人一

天给 750亩水稻田喷洒农药，“从早上 4
点，一直工作到了晚上7点半。”胡可力说，
正常一天两个人配合，植保量一般有
400~500亩的面积。原本当天是两个人
配合，可伙伴临时生病，他只好一个人
上。本来是一个人操作无人机，一个人开
车，可那天胡可力只能将车停在固定的位
置，然后自己跟着无人机走，当无人机没
电了或者需要加农药，便又返回到车里充
电、加药，“我计算了一下，那天来来回回，
我充了50多次电，加了100多次农药。”胡
可力说，当天的气温在32℃，就连中午也
没有休息，“没办法，从事这个工作，只有
下雨天可以休息，晴天都是工作日，要经
得起奔波日晒。”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张春莲
实习生 张韵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通讯
员 万春）7月28日，璧山区妇联在大兴
镇独耳村举办了璧山区“巾帼护河·共建生
态家园”志愿服务活动。活动中，来自众善
社工的老师向巾帼志愿者们传达了“巾帼
护河·共建生态家园”志愿服务的重要意义
和作用，宣讲了相关环保知识。随后，巾帼
志愿者们走村入户，向村民们宣传保护河
库的知识，还冒着烈日，到张家大堰塘、璧
南河汪家河沟段清理垃圾和打捞浮萍等。

据了解，璧山区妇联还将广泛开展“巾
帼护河·共建生态家园”志愿服务，动员全区
妇女姐妹们争做“爱河”行动的宣传者，“护
河”行动的志愿者，“美河“行动的践行者，共
建共享“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美好家园。

璧山区妇联开展“巾帼护河·
共建生态家园”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石亨）据市气象台预计，今天开始，重庆各
地将迎来明显降雨，高温天气也将得到缓
解，中心城区气温将保持在31℃以下。

中心城区天气预报
7月31日：阵雨转阴天，气温26～31℃。
8月1日：阴天间多云，有分散阵雨，气

温26～32℃。

今天开始降雨要来

▲胡可力正在驾驶无人机

要销量还是要体验？
雷克萨斯的选择

特殊时期采用特殊办法保销量，这是
一般企业决策者都会想到的市场策略，这
种单一的刺激方式也许在短时期能让企
业和经销商获得喘息，但作为保有客户的
消费者，却有可能产生失落感。这种细腻
的客户感知预判，在主管雷克萨斯中国销
售业务的石井修一看来是当下需要重点关
注的。他认为，保有客户的持续满意度，一
是体现在用车环节的体验，这是雷克萨斯进
入中国以来一直领跑业界的优势，二则是车
辆保值率的稳定，这是对以合适价格购买
雷克萨斯车型的用户的一种负责任。

基于以上两个出发点，石井修一介
绍，目前雷克萨斯并没有一味考核经销商

销量，反而是要求经销商在客户关怀和满
意度层面投入更多的资源，形成良性循
环。只有实现了客户满意、经销商盈利，
才能持续获得品牌和口碑的双重提升，这
是雷克萨斯一直秉承的“客户第一，经销
商第二，厂家第三”的理念在特殊时期发
挥的作用。这一坚持反哺了雷克萨斯产
品在销售终端始终拥有稳定且合理的价
格，在不追求销量的前提下，反而实现了
共赢。

体系的力量
保障消费者和经销商权益

雷克萨斯近年来一直围绕着“有温度
的豪华”传播品牌调性，这一看似抽象的理
念，却在当下的特殊时期引导体系发挥出
了强大战斗力。笔者从重庆经销商处了解

到，特殊时期从用户购买意愿到车辆供给，
都受到明显影响，“还能买车吗？”、“以后会
不会养车压力很大？”、“车辆积压在港口无
法实现物流转运”，多重问题均在考验
雷克萨斯的销售、供需、售后等部门。在这
一系列问题出现后，雷克萨斯的成熟体系
优势凸显，不仅在用户端为客户解决提车
难等问题，还及时调整经销商考核和流动
资金支持政策，使经销商能够稳定产品价
格线，避免盲目“以价换量”。维持价格体
系的稳定不仅保证了品牌与产品的良性发
展，也是对已购车用户权益的保障。

与此同时，雷克萨斯从用户的视角推出
了一系列传递“温度”的品牌营销举措，包括
重在真实的车主VLOG，以及与人文、经济、
艺术等领域的先锋展开思想上的探讨。保
障体系力量和品牌“温度”传播的双举措，进
一步巩固了雷克萨斯“待人有情”的态度。

加速电气化布局
带来更多期待

雷克萨斯从93年就开始研发全混动科
技，07年向中国市场导入了首款智·混动车
型，目前在售已有多达9款智·混动车型，覆
盖了其在中国市场的主力产品。截稿前，
雷克萨斯官宣旗下智·混动车型在中国市
场累计销量达成30万台。基于此，雷克萨斯
在成都车展上推出了四款智·混动车型的
特别限量版。

此前，雷克萨斯品牌首款纯电动车型
UX 300e上市，可以预见的是，雷克萨斯将
加速其电气化车型布局，从HEV、BEV到
PHEV、FCEV，预计到2025年，旗下所有
车型都将有电气化版本供选择。这种针对
全球不同消费者的多元需求提供丰富的车
型选择的规划愿景，是雷克萨斯向移动出
行解决方案提供者转型的重要一步。

针对这几年智·混动车型出现一车难求
和较长等待时间的现象，石井修一先生也向
笔者介绍了雷克萨斯中国对此进行的努
力。他表示，由于受疫情影响，目前全球其
他地区的需求有所降低，因此在短时期内，
工厂将在增产的同时优先满足中国消费者
的购车需求。

待人有情 传递温暖与力量
雷克萨斯如何在特殊时期传递品牌态度

“以价换量”成为这个特殊时期
汽车主机厂和经销商“活下去”的简
单直接的市场举措。除了销量，还
有什么是汽车品牌值得探寻的自我
救赎之路呢？成都车展期间，笔者
与雷克萨斯中国副总经理石井修一
先生面对面展开了一场对谈，看看
这家6月份实现销量增长21.1%、
上半年累计增长1.6%的豪华品牌
是怎么样把保价保量和用户体验感
的双增长落到实处。

采访后记：

丰田汽车社长丰田章男前不久说
过：“我们的使命，是提供能让世人感
到幸福的产品和服务，量产幸福。”通
过本次与石井修一先生的对话，笔者认
为，雷克萨斯所追求的，就是以真诚的
用心、以体察入微的努力，不断强化品
牌、产品、服务、运营等体系实力，为消
费者提供高品质的、有温度的品牌体
验，让雷克萨斯成为每一位用户幸福
生活的一部分。

文/潘峰

LEXUS雷克萨斯中国副总经理 石井修一

无人机市场前景诱人 航拍一天能挣好几千

重庆小伙创办公司
旗下“飞手”月入过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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