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报道据报道，，日本汽车日本汽车

公司本田将与特斯拉结公司本田将与特斯拉结

成联盟成联盟，，今后可以在欧今后可以在欧

洲购买乘用车二氧化碳洲购买乘用车二氧化碳

排放配额排放配额。。双方共同应双方共同应

对欧盟于对欧盟于20202020－－20212021年年

引入的新环保规定引入的新环保规定。。据据

分析分析，，此举的目的是避此举的目的是避

免在无法达标的情况下免在无法达标的情况下

被处以巨额罚款被处以巨额罚款。。

欧洲委员会欧洲委员会1010月月3030

日版的资料显示日版的资料显示，，本田本田

加入了欧美大型车企菲加入了欧美大型车企菲

亚 特亚 特 -- 克 莱 斯 勒克 莱 斯 勒

（（FCAFCA））与特斯拉结成的与特斯拉结成的

联盟联盟，，首先将应对首先将应对 20202020

年的规定年的规定。。

欧盟规定欧盟规定20202020年和年和

20212021 年分阶段实施排放年分阶段实施排放

限制限制，，欧盟区域内新车欧盟区域内新车

（（乘用车乘用车））的二氧化碳平的二氧化碳平

均排放量必须低于均排放量必须低于 9595

克克//公 里公 里 。。 20202020 年 以年 以

9595％的新车为对象％的新车为对象，，而而

对纯电动汽车对纯电动汽车 （（EVEV）） 的的

待 遇 优 惠 也 比待 遇 优 惠 也 比 20212021 年年

大大。。

无法达标的厂商每无法达标的厂商每

销售一辆车会被处以销售一辆车会被处以9595

欧元的罚款欧元的罚款。。根据英国根据英国

PAPA咨询公司的估算咨询公司的估算，，按按

照照20182018年的业绩年的业绩，，预计预计

本田在本田在20212021年会被处以年会被处以

大约大约400400亿日元的罚款亿日元的罚款。。

车企之间互相寻求车企之间互相寻求

共享排放配额的联盟被共享排放配额的联盟被

称为称为““PoolPool””，，现已获得现已获得

欧洲委员会的认可欧洲委员会的认可。。特特

斯拉是纯电动汽车专门斯拉是纯电动汽车专门

厂商厂商，，在欧洲的销量也在欧洲的销量也

十分坚挺十分坚挺。。特斯拉加入特斯拉加入

联盟之后联盟之后，，联盟的平均联盟的平均

排放量将大幅减少排放量将大幅减少。。在在

电动化方面起步较晚的电动化方面起步较晚的

菲亚特菲亚特--克莱斯勒很早克莱斯勒很早

就萌生出了通过与特斯就萌生出了通过与特斯

拉结盟来达标的想法拉结盟来达标的想法。。

据报道据报道，，菲亚特菲亚特--克莱克莱

斯勒每年将向特斯拉支斯勒每年将向特斯拉支

付付66亿欧元亿欧元。。

共享碳排放配额
本田将与特斯拉结盟

福特因悬架故障
在美国召回35万辆探险者

据报道据报道，，福特汽车福特汽车

的后悬架趾型连接臂曾的后悬架趾型连接臂曾

出现过多次故障出现过多次故障。。1111月月

44 日日，，该公司宣布在美该公司宣布在美

国市场召回国市场召回3535万辆万辆20132013

至至 20172017 款探险者车型款探险者车型，，

这已经是该车型第二次这已经是该车型第二次

需要更换后悬架趾型连需要更换后悬架趾型连

壁外侧部分了壁外侧部分了。。悬架的悬架的

这个部位可能会腐蚀这个部位可能会腐蚀，，

并最终出现断裂现象并最终出现断裂现象，，

导致驾驶员有可能会失导致驾驶员有可能会失

去对车辆的控制去对车辆的控制，，从而从而

发生碰撞事故发生碰撞事故。。

除了在美国市场进除了在美国市场进

行召回之外行召回之外，，福特还将福特还将

在加拿大召回在加拿大召回 22..5252 万辆万辆

汽车汽车。。福特在一份新闻福特在一份新闻

稿中表示稿中表示，，公司已经知公司已经知

晓晓，，后悬架趾型连接臂后悬架趾型连接臂

失效的缺陷已经导致了失效的缺陷已经导致了

1313 起事故起事故，，共有共有 66 人受人受

伤伤。。福特表示福特表示，，车主应车主应

将车辆送到经销商处接将车辆送到经销商处接

受受““十字轴球窝接头扭十字轴球窝接头扭

矩检查矩检查””，，并且根据检查并且根据检查

结果决定是否需要更换结果决定是否需要更换

相关零部件相关零部件。。

福特将在美国召回福特将在美国召回

问题车辆约问题车辆约3535万辆万辆，，召召

回加拿大地区的问题车回加拿大地区的问题车

辆辆 2520025200 辆辆，，另有其他另有其他

市场的部分车型市场的部分车型。。具体具体

车辆生产日期为车辆生产日期为20122012年年

99月月44日至日至20172017年年11月月2525

日日。。

20192019 年年 66 月月，，福特福特

曾 因 相 同 的 问 题 召 回曾 因 相 同 的 问 题 召 回

120120 万辆万辆 20112011 年至年至 20172017

年间生产的探险者年间生产的探险者。。今今

年早些时候年早些时候，，该公司又该公司又

因后悬架趾型连接臂问因后悬架趾型连接臂问

题 对题 对 20132013 至至 20182018 款款

FlexFlex、、 Taurus SHOTaurus SHO、、

TaurusTaurus警车和林肯警车和林肯MKTMKT

车型发起了召回车型发起了召回。。

2020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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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特律巨头业绩开始复苏
本报记者 林安东 综合外媒

据据 《《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日报》》 报报

道道，，今年第三季度今年第三季度，，福特福特

汽车的营业收入为汽车的营业收入为 375375 亿亿

美元美元，，较去年的较去年的 370370 亿美亿美

元上升元上升 11%%；；净利润为净利润为 2424

亿美元亿美元，，较去年同期的较去年同期的

44..2525 亿美元上涨约亿美元上涨约 465465%%，，

净利润率为净利润率为66..44%%；；调整后调整后

息税前利润为息税前利润为 3636 亿美元亿美元，，

调整后息税前利润率为调整后息税前利润率为

99..77%%；；今年前三季度净利今年前三季度净利

润累计达润累计达1515亿美元亿美元。。

值得关注的是值得关注的是，，福特福特

的信贷业务在第三季度创的信贷业务在第三季度创

下近下近1515年来最佳的季度业年来最佳的季度业

绩表现绩表现，，也助力公司的调也助力公司的调

整后息税前利润率达到整后息税前利润率达到

99..77%%，，较上年度高出近较上年度高出近 55

个百分点个百分点，，超出福特汽车超出福特汽车

88%%的息税前利润率目标的息税前利润率目标。。

此外此外，，福特的全球汽车业福特的全球汽车业

务实现息税前利润率达务实现息税前利润率达

77..66%%。。其中其中，，北美地区息北美地区息

税前利润率高达税前利润率高达1212..55%%。。

在中国市场在中国市场，，受益于受益于

新冠疫情平稳后整体经济新冠疫情平稳后整体经济

复苏带来的汽车消费快速复苏带来的汽车消费快速

恢复恢复，，福特于第三季度在福特于第三季度在

中国的销量达到中国的销量达到 1616..4343 万万

辆辆，，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2525..44%% ，， 环 比 增 长环 比 增 长 33..66%% 。。

福特汽车在中国的市场份福特汽车在中国的市场份

额连续三个季度实现同比额连续三个季度实现同比

增长增长，，息税前利润也实现息税前利润也实现

了连续两个季度的增长了连续两个季度的增长。。

““第三季度的强劲表现第三季度的强劲表现

表明表明，，公司于两年前做出公司于两年前做出

的战略决策的战略决策———将资源优—将资源优

先配置到福特的优势业先配置到福特的优势业

务务，，开始显现积极的效开始显现积极的效

果果。。此外此外，，超出预期的市超出预期的市

场需求场需求、、稳定的车辆成交稳定的车辆成交

价格价格、、较低的库存水平也较低的库存水平也

帮助福特汽车取得第三季帮助福特汽车取得第三季

度的良好业绩度的良好业绩。。””福特汽车福特汽车

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吉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吉

姆姆··法利表示法利表示，，““但我们的但我们的

汽车业务中仍存在一些未汽车业务中仍存在一些未

能彻底解决的问题能彻底解决的问题，，我们我们

已经有明确的业务运营重已经有明确的业务运营重

振计划来逐一解决振计划来逐一解决。。””

在吉姆在吉姆··法利看来法利看来，，

加速福特加速福特、、林肯品牌和商林肯品牌和商

用车领域推出纯电动车型用车领域推出纯电动车型

对于公司的未来至关重对于公司的未来至关重

要要。。福特品牌将于今年福特品牌将于今年1111

月向全球市场推出全新的月向全球市场推出全新的

纯电动车型纯电动车型。。

而得益于第三季度的而得益于第三季度的

表现表现，，福特将聚焦有竞争福特将聚焦有竞争

优势的高增长优势的高增长、、高回报的高回报的

车型产品车型产品。。此外此外，，由于新由于新

冠肺炎疫情对公司经营的冠肺炎疫情对公司经营的

影响逐步减弱影响逐步减弱，，福特预计福特预计

20202020年全年调整后息税前年全年调整后息税前

利润为盈利状态利润为盈利状态。。其中其中，，

第四季度调整后息税前利第四季度调整后息税前利

润介于盈亏平衡与亏损润介于盈亏平衡与亏损 55

亿美元之间亿美元之间。。

此外此外，，福特开始大力福特开始大力

推动电动车计划推动电动车计划。。福特表福特表

示示，，““到今年年底到今年年底，，公司在公司在

全球范围内将有包括混合全球范围内将有包括混合

动力在内的动力在内的 1212 款电动车款电动车

型型。。未来未来，，福特汽车将会福特汽车将会

推出更多电动车型推出更多电动车型，，并最并最

终打造一个完整的电动汽终打造一个完整的电动汽

车生态系统车生态系统。。凭借着性能凭借着性能

强大的产品组合强大的产品组合，，我们期我们期

望福特汽车公司未来可以望福特汽车公司未来可以

从电动汽车领域脱颖而从电动汽车领域脱颖而

出出。。””值得一提的是值得一提的是，，通过通过

借助借助 Argo AIArgo AI，，福特在自福特在自

动驾驶层面进展神速动驾驶层面进展神速。。今今

年年1010月月，，福特与大众宣布福特与大众宣布

在美国推出基于福特在美国推出基于福特 EsEs--

capecape 混动版车型打造的第混动版车型打造的第

四代自动驾驶测试车四代自动驾驶测试车，，并并

在美国六个城市进行自动在美国六个城市进行自动

驾驶技术测试驾驶技术测试。。福特在三福特在三

季报中也透露季报中也透露，，公司已从公司已从

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市的车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市的车

辆运营服务商处收获首笔辆运营服务商处收获首笔

订单收入订单收入。。

据了解据了解，，今年第四季今年第四季

度度，，福特品牌将推出全新福特品牌将推出全新

福特福特 F-F-150150 及其混合动力及其混合动力

版车型版车型，，以及福特全球首以及福特全球首

款 纯 电 动款 纯 电 动 SUV MustangSUV Mustang

Mach-EMach-E。。

据据《《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日报》》报报

道道，，FCAFCA 于近日公布了于近日公布了

其第三季度财报其第三季度财报。。尽管受尽管受

疫情影响疫情影响，，销量有所下销量有所下

降降，，但北美地区利润创历但北美地区利润创历

史新高史新高，，并推动该公司在并推动该公司在

第三季度实现净利润第三季度实现净利润 1414

亿美元亿美元。。

《《华 尔 街 日 报华 尔 街 日 报》》 指指

出出，，FCAFCA 与标致雪铁龙与标致雪铁龙

集团集团 （（PSAPSA）） 即将在明年即将在明年

年初合并年初合并，，而在合并前的而在合并前的

最后一份盈利报告中最后一份盈利报告中，，

FCAFCA 交 出 了 漂 亮 的 答交 出 了 漂 亮 的 答

卷卷。。财报数据显示财报数据显示，，FCAFCA

北美部门的利润为北美部门的利润为 3030 亿亿

美元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较上年同期增长

2626%%，，这主要得益于产品这主要得益于产品

售价提高以及广告成本降售价提高以及广告成本降

低低。。尽管出货量下降尽管出货量下降 88%%

（（其中其中，，美国市场销量下美国市场销量下

降降 1010%%至至 507351507351 辆辆），），但但

该公司在北美地区的利润该公司在北美地区的利润

率从去年同期的率从去年同期的 1010..66%%上上

升至升至1313..88%%。。

FCAFCA 表示表示，，““强劲的强劲的

零售销量抵消了持续疲软零售销量抵消了持续疲软

的批量销售带来的大部分的批量销售带来的大部分

影响影响。。””由于北美和欧洲由于北美和欧洲

工厂的生产基本恢复正工厂的生产基本恢复正

常常，，FCAFCA 第三季度全球第三季度全球

调整后的息税前收益增长调整后的息税前收益增长

1616%%至至2727亿美元亿美元，，再创历再创历

史新高史新高；；营收下降营收下降 66%%至至

303303亿美元亿美元。。

据据 《《汽车新闻汽车新闻》》 报报

道道，，J.D. PowerJ.D. Power负责数据负责数据

和分析的副总裁泰森和分析的副总裁泰森··乔乔

米尼认为米尼认为，，FCAFCA 能够发能够发

挥自己的优势挥自己的优势，，抵御疫情抵御疫情

带来的不利影响带来的不利影响。。乔米尼乔米尼

说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随着新冠肺炎疫情

的高峰出现的高峰出现，，消费者开始消费者开始

转向一般的卡车转向一般的卡车、、大型皮大型皮

卡卡 、、 中 型 皮 卡 和中 型 皮 卡 和 SUVSUV。。

面对消费者的消费目标转面对消费者的消费目标转

向以生计为目的向以生计为目的，，FCAFCA

处于非常有利的位置处于非常有利的位置。。””

FCAFCA 首席执行官麦明凯首席执行官麦明凯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在在

北美地区的出色表现推动北美地区的出色表现推动

下下，，FCAFCA 第三季度实现第三季度实现

了创纪录的业绩了创纪录的业绩。。公司团公司团

队已经证明了自己在面临队已经证明了自己在面临

困境时具有非凡的韧性和困境时具有非凡的韧性和

创造力创造力。。随着合并即将完随着合并即将完

成成，，FCAFCA 将比以往任何将比以往任何

时候更强大时候更强大，，也更专注于也更专注于

为所有利益相关者提供巨为所有利益相关者提供巨

大价值的使命大价值的使命。。””

麦明凯指出麦明凯指出，，确保确保

FCAFCA 员工及其家庭员工及其家庭，，以以

及社会的安全和健康是公及社会的安全和健康是公

司目前的首要任务司目前的首要任务。。FCAFCA

旗下所有工厂现在均已根旗下所有工厂现在均已根

据健康和安全协议恢复运据健康和安全协议恢复运

营营，，并且大部分工厂已经并且大部分工厂已经

基本恢复到接近疫情发生基本恢复到接近疫情发生

前的生产水平前的生产水平。。麦明凯在麦明凯在

电话会议中还强调电话会议中还强调，，JeepJeep

牧马人牧马人99月份在美国的销月份在美国的销

量创历史新高量创历史新高。。牧马人系牧马人系

列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推列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推

出插电式混合动力版车出插电式混合动力版车

型型，，其纯电动续航里程为其纯电动续航里程为

2525 英里英里。。麦明凯表示麦明凯表示，，

电动化是该品牌的自然演电动化是该品牌的自然演

变变。。

据据 《《路透社路透社》》 报道报道，，

目前目前 FCAFCA 一直在推进与一直在推进与

PSAPSA 的合并事宜的合并事宜。。日前日前，，

PSAPSA 董事会和董事会和 FCAFCA 董事董事

会各自签署了适用于该合会各自签署了适用于该合

并项目的跨境合并条款并项目的跨境合并条款。。

双方董事会还一致同意双方董事会还一致同意，，

在合并完成之前在合并完成之前，，允许允许

PSAPSA 出售最多出售最多 77%%的佛吉的佛吉

亚流通股本亚流通股本，，以确保合并以确保合并

后的公司后的公司““StellantisStellantis””将将

不会取得佛吉亚的控制不会取得佛吉亚的控制

权权。。麦明凯还在电话会议麦明凯还在电话会议

中透露中透露，，FCAFCA 与与 PSAPSA 有有

望在望在 20212021 年第一季度结年第一季度结

束前完成合并束前完成合并。。麦明凯对麦明凯对

StellantisStellantis 的未来流露出强的未来流露出强

大的自信大的自信，，““我们对成为我们对成为

StellantisStellantis 一员的未来前景一员的未来前景

感到兴奋感到兴奋，，这一具有里程这一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合并将给双方带碑意义的合并将给双方带

来巨大的潜力来巨大的潜力。。””

图片来源图片来源：：美联社美联社

据《汽车新闻》报道，在福特汽车公司和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公司（FCA）公布第三季度业绩超出预期之后，预计通用汽车也将在11

月上旬公布同样强劲的销量数据，进一步证明底特律“三巨头”不仅成功克服了导致工厂关闭和销量下滑的新冠肺炎疫情，而且变得更加

强劲。福特在北美市场取得了近五年来最高的利润率，FCA在北美市场赚取了创纪录的30亿美元。福特和FCA都将第三季度强劲的利润增

长归因于高于预期的市场需求，以及皮卡和多功能车的强势价格，他们希望这些因素能在年底前提振业绩。

但目前还没有一家公司宣布“取得了胜利”。随着美国和欧洲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日趋增多，汽车行业仍然面临工厂关闭或销量下滑的

可能性。

改革初见成效
福特提高全年预期

FCA北美利润创新高
明年第一季度完成合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