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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月月 1010 日日，，沃尔沃汽车沃尔沃汽车

与吉利汽车双双发布公告与吉利汽车双双发布公告，，

表示二者正筹划业务重组表示二者正筹划业务重组，，

重组后的资产将纳入吉利汽重组后的资产将纳入吉利汽

车在香港的上市公司车在香港的上市公司，，并将并将

考虑未来在瑞典上市考虑未来在瑞典上市。。

二者业务重组震动了股二者业务重组震动了股

票市场票市场。。目前目前，，吉利汽车市吉利汽车市

值为值为12601260..9292亿港元亿港元。。吉利汽吉利汽

车和沃尔沃汽车合并后车和沃尔沃汽车合并后，，市市

值将更为可观值将更为可观。。有证券分析有证券分析

师认为师认为，，双方合并后恐将成双方合并后恐将成

为中国市值最高的汽车集团为中国市值最高的汽车集团。。

单一企业的力量总是有单一企业的力量总是有

限的限的，，即使强如丰田即使强如丰田、、大众大众

等车企等车企，，也正在积极寻求与也正在积极寻求与

其他车企的深入合作其他车企的深入合作，，通过通过

协同效应实现效益最大化协同效应实现效益最大化。。

这已经成为业界的共识这已经成为业界的共识。。因因

此车企间相互合作此车企间相互合作，，甚至重甚至重

组的新闻不绝于耳组的新闻不绝于耳。。

然而然而，，吉利汽车与沃尔吉利汽车与沃尔

沃汽车的业务重组远比此前沃汽车的业务重组远比此前

其他车企之间的合作来得更其他车企之间的合作来得更

直接直接、、更有效更有效，，毕竟二者同毕竟二者同

属吉利控股集团旗下企业属吉利控股集团旗下企业，，

在资源共享在资源共享、、信息交互上壁信息交互上壁

垒更少垒更少，，甚至在利益分配上甚至在利益分配上

也更能达成一致也更能达成一致。。

事实上事实上，，吉利汽车与沃吉利汽车与沃

尔沃汽车的协同发展早已开尔沃汽车的协同发展早已开

启启。。自吉利控股集团收购沃自吉利控股集团收购沃

尔沃汽车以来尔沃汽车以来，，吉利与沃尔吉利与沃尔

沃在研发沃在研发、、采购采购、、动力总动力总

成成、、制造等领域强化合作制造等领域强化合作，，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当然当然，，吉利汽车与沃尔吉利汽车与沃尔

沃汽车的业务重组在一定程沃汽车的业务重组在一定程

度上也是要在资本市场有所度上也是要在资本市场有所

动作动作。。吉利汽车是港股上市吉利汽车是港股上市

公司公司，，合并后将加速其与全合并后将加速其与全

球资本的对接球资本的对接。。有消息称有消息称，，

沃尔沃汽车也曾谋求上市沃尔沃汽车也曾谋求上市，，

但由于估值问题未能成行但由于估值问题未能成行。。

““通过合并获得资本市场通过合并获得资本市场

的认可是核心的认可是核心。。双方合并不双方合并不

仅提升了吸引中国资本的能仅提升了吸引中国资本的能

力力，，也对接和提升了双方在也对接和提升了双方在

全球资本市场的能力全球资本市场的能力。”。”寰球寰球

汽车指出了二者合并的核心汽车指出了二者合并的核心

目的目的。。据知情人士透露据知情人士透露，，短短

期内期内，，吉利和沃尔沃合并主吉利和沃尔沃合并主

要有两大推动因素要有两大推动因素：：一是为一是为

吉利品牌的全球扩张提供空吉利品牌的全球扩张提供空

间间；；二是在不需要单独进行二是在不需要单独进行

IPOIPO 的情况下的情况下，，将沃尔沃汽将沃尔沃汽

车推向公开市场车推向公开市场，，进行融资进行融资。。

十年前十年前，，吉利并购沃尔吉利并购沃尔

沃沃，，正式开启了全球化之正式开启了全球化之

路路。。十年并购的成功经验十年并购的成功经验，，

成为吉利入股宝腾成为吉利入股宝腾、、路特路特

斯斯，，携手戴姆勒的重要背书携手戴姆勒的重要背书。。

在在 ““ 一 带 一 路一 带 一 路 ”” 倡 议倡 议

下下，，吉利控股集团全方位立吉利控股集团全方位立

体深化海外布局体深化海外布局，，融入全球融入全球

价值链体系价值链体系，，实现了制造实现了制造、、

研发研发、、采购采购、、销售的全球布销售的全球布

局局。。具体来看具体来看，，在研发领在研发领

域域，，吉利控股集团在十年里吉利控股集团在十年里

投入超过投入超过10001000亿元亿元，，并形成并形成

全球五大工程研发中心和五全球五大工程研发中心和五

大造型设计中心大造型设计中心，，在全球拥在全球拥

有有 22 万名研发设计人员万名研发设计人员，，专专

利总数达利总数达1767717677件件。。

不仅如此不仅如此，，如今吉利控如今吉利控

股集团已迈入模块化造车时股集团已迈入模块化造车时

代代 ，， 拥 有拥 有 PMAPMA、、 BMABMA、、

CMACMA和和SPASPA四大全球化基础四大全球化基础

模块架构模块架构，，覆盖从纯电动到覆盖从纯电动到

燃油燃油、、从紧凑型到中大型车从紧凑型到中大型车

型的全面产品布局需求型的全面产品布局需求，，并并

在全球在全球 100100 多个国家拥有各多个国家拥有各

类销售网点类销售网点40004000多家多家。。

如今如今，，吉利汽车与沃尔吉利汽车与沃尔

沃汽车合并沃汽车合并，，二者在全球市二者在全球市

场的优势资源将得到有效整场的优势资源将得到有效整

合合，，并通过协同效应创造更并通过协同效应创造更

大的价值大的价值。。可以说可以说，，吉利的吉利的

全球化进程再次得到加速全球化进程再次得到加速。。

彭博社报道称彭博社报道称，，李书福李书福

一直在下大手笔收购或增持一直在下大手笔收购或增持

其他公司股份其他公司股份。。他已经斥资他已经斥资

数十亿美元收购或增持了梅数十亿美元收购或增持了梅

赛 德 斯赛 德 斯 -- 奔 驰 母 公 司 戴 姆奔 驰 母 公 司 戴 姆

勒勒、、沃尔沃以及路特斯汽车沃尔沃以及路特斯汽车

等公司的股份等公司的股份，，还收购了飞还收购了飞

行 汽 车 生 产 商行 汽 车 生 产 商 TerrafugiaTerrafugia

IncInc。。最近最近有报道称有报道称，，他有意他有意

投资阿斯顿投资阿斯顿··马丁马丁。。但但到目前到目前

为止为止，，他一直将这些公司分他一直将这些公司分

开形成独立实体开形成独立实体，，由他的控由他的控

股公司管理股公司管理。。

李书福在浙江吉利控股李书福在浙江吉利控股

公司已经积累了大量杠杆公司已经积累了大量杠杆。。

截至去年截至去年 99 月底月底，，其净债务其净债务

为为8181亿美元亿美元，，是上年同期的是上年同期的

两倍多两倍多。。这需要吉利在偿还这需要吉利在偿还

债务的同时债务的同时，，为自己的雄心为自己的雄心

壮志提供资金壮志提供资金。。标普全球评标普全球评

级预计级预计，，随着交易量和利润随着交易量和利润

率的萎缩率的萎缩，，该公司今年的杠该公司今年的杠

杆率将上升杆率将上升。。

而沃尔沃一直是吉利的而沃尔沃一直是吉利的

现金来源现金来源。。20192019年年，，沃尔沃沃尔沃

支付了支付了 2929 亿瑞典克朗的股亿瑞典克朗的股

息息，，其中其中2828亿瑞典克朗支付亿瑞典克朗支付

给了母公司吉利给了母公司吉利。。这比这比20162016

年首次发放的股息还高年首次发放的股息还高。。沃沃

尔沃去年向吉利的另一个合尔沃去年向吉利的另一个合

资品牌极星资品牌极星 （（PolestarPolestar）） 注资注资

1111..55 亿瑞典克朗亿瑞典克朗。。20192019 年年，，

沃尔沃与吉利集团相关方的沃尔沃与吉利集团相关方的

交易总额为交易总额为4141亿瑞典克朗亿瑞典克朗。。

相 对 于 其 他 汽 车 制 造相 对 于 其 他 汽 车 制 造

商商，，吉利的业绩一直不错吉利的业绩一直不错，，

但该公司的盈利水平一直在但该公司的盈利水平一直在

缩水缩水。。这样这样，，其在新技术领其在新技术领

域的的投资能力和领先能力域的的投资能力和领先能力

也必然受到了限制也必然受到了限制。。由于新由于新

型冠状病毒疫情可能对业务型冠状病毒疫情可能对业务

造成严重破坏造成严重破坏，，吉利必须保吉利必须保

持财务状况良好持财务状况良好。。合并将有合并将有

助于吉利建立起全球化汽车助于吉利建立起全球化汽车

公司的雄心公司的雄心，，并偿还积累的并偿还积累的

债务债务。。 （王文）

22 月月 1717 日日，，长城汽车和长城汽车和

通用汽车共同宣布通用汽车共同宣布，，长城汽长城汽

车将收购通用汽车在泰国的车将收购通用汽车在泰国的

罗勇府汽车工厂罗勇府汽车工厂。。根据双方根据双方

已签署的具有约束力的条款已签署的具有约束力的条款

书书，，包括罗勇府汽车工厂和包括罗勇府汽车工厂和

动力总成工厂在内的通用汽动力总成工厂在内的通用汽

车泰国公司将移交给长城汽车泰国公司将移交给长城汽

车车，，双方计划在双方计划在20202020年年底年年底

完成交易和最终移交完成交易和最终移交。。该协该协

议尚需政府和监管机构的批议尚需政府和监管机构的批

准准。。

长城汽车全球战略副总长城汽车全球战略副总

裁刘向上表示裁刘向上表示：“：“20192019 年年，，

长城汽车在俄罗斯图拉投建长城汽车在俄罗斯图拉投建

的全工艺整车工厂顺利投的全工艺整车工厂顺利投

产产，，20202020年年初还签署了收年年初还签署了收

购通用汽车印度塔里冈工厂购通用汽车印度塔里冈工厂

的协议的协议。。此次收购将助力长此次收购将助力长

城汽车在泰国及东盟市场的城汽车在泰国及东盟市场的

发展发展。。长城汽车将以泰国为长城汽车将以泰国为

中心中心，，辐射整个东盟地区辐射整个东盟地区，，

将产品出口到东盟其他国家将产品出口到东盟其他国家

及澳大利亚等国及澳大利亚等国。”。”

自自20002000年投产以来年投产以来，，泰泰

国罗勇府工厂作为区域制造国罗勇府工厂作为区域制造

中心中心，，已生产了近已生产了近 140140 万辆万辆

汽车汽车，，产品面向泰国国内和产品面向泰国国内和

出口市场出口市场。。

此次收购泰国罗勇府工此次收购泰国罗勇府工

厂厂，，是长城汽车全面发力全是长城汽车全面发力全

球化的重要举措球化的重要举措。。凭借凭借““七七

国十地国十地””的全球化研发格局的全球化研发格局

和和““99++55””的全球化生产布的全球化生产布

局局，，长城汽车已经在全球长城汽车已经在全球6060

多个国家建立多个国家建立 500500 余家优质余家优质

经销网络经销网络，，产品布局全球产品布局全球。。

去年去年，，长城汽车海外首个全长城汽车海外首个全

工艺整车工厂工艺整车工厂———俄罗斯图—俄罗斯图

拉工厂正式投产拉工厂正式投产。。同年同年，，长长

城汽车在俄罗斯市场以城汽车在俄罗斯市场以289289%%

的超高增长率的超高增长率，，跃居中国汽跃居中国汽

车品牌第一名车品牌第一名。。

此前此前，，长城汽车与通用长城汽车与通用

汽车已签署了收购印度塔里汽车已签署了收购印度塔里

冈工厂的协议冈工厂的协议。。随后随后，，长城长城

汽车携哈弗及长城汽车携哈弗及长城 EVEV 品牌品牌

亮相印度德里国际车展亮相印度德里国际车展，，并并

宣布将在印度打造完整的宣布将在印度打造完整的

““研研、、产产、、销销””体系体系，，以印度以印度

为基地为基地，，出口产品至其他国出口产品至其他国

家家，，实现印度研发实现印度研发、、印度生印度生

产产、、全球销售全球销售。。

此次收购完成后此次收购完成后，，长城长城

汽 车 全 球 化 版 图 再 次 扩汽 车 全 球 化 版 图 再 次 扩

大大。。 （罗列）

吉利：中国市值最高的汽车集团？
筹划与沃尔沃重组业务

长城收购通用汽车泰国工厂

2020北京车展将延期举行

22月月1717日日，，北京国际汽北京国际汽

车展览会对外公布车展览会对外公布，，原定原定

20202020 年年 44 月月 2121 日至日至 44 月月 3030

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新老展馆举办的新老展馆举办的 20202020 （（第第

十六届十六届））北京国际汽车展览北京国际汽车展览

会将延期举行会将延期举行，，延期调整后延期调整后

的具体时间将另行通知的具体时间将另行通知。。

通知显示通知显示，，根据防控新根据防控新

冠肺炎疫情的需要冠肺炎疫情的需要，，北京市北京市

人民政府已经启动重大突发人民政府已经启动重大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的一级响应机公共卫生事件的一级响应机

制制。。

（中贸）

据路透社报道据路透社报道，，德国一德国一

家法院于近日下令让特斯拉家法院于近日下令让特斯拉

公司停止清理首都柏林附近公司停止清理首都柏林附近

的林地的林地，，以建造其在欧洲的以建造其在欧洲的

第一家组装厂和电池工厂第一家组装厂和电池工厂。。

法院在一份声明中表法院在一份声明中表

示示，，完成伐木这项工作只需完成伐木这项工作只需

要三天多的时间要三天多的时间。。如果不发如果不发

布这一命令布这一命令，，在法官对当地在法官对当地

环保组织提出的环保诉讼作环保组织提出的环保诉讼作

出最终裁决之前出最终裁决之前，，这项砍伐这项砍伐

活动将提早完成活动将提早完成。。法院的声法院的声

明说明说：“：“不应该剥夺环保组不应该剥夺环保组

织诉讼的成功机会织诉讼的成功机会。”。”

环保人士表示环保人士表示，，特斯拉特斯拉

的建设计划对当地的野生动的建设计划对当地的野生动

物构成了威胁物构成了威胁，，而而““超级工超级工

厂厂””项目对环境的影响甚至项目对环境的影响甚至

尚未确定尚未确定。。

去年去年 1111 月月，，特斯拉宣特斯拉宣

布将在勃兰登堡州格伦海德布将在勃兰登堡州格伦海德

建造超级工厂和设计中心建造超级工厂和设计中心，，

新工厂将生产电池新工厂将生产电池、、动力总动力总

成和纯电动汽车成和纯电动汽车，，率先投产率先投产

跨界跨界 SUVSUV ModelModel YY。。建成建成

后后，，它将成为特斯拉第四家它将成为特斯拉第四家

超级工厂超级工厂，，另外三家位于美另外三家位于美

国和中国上海国和中国上海。。 （凯特）

特斯拉德国工厂被叫停

近日近日，，华为华为MDCMDC智能智能

驾驶计算平台获得了德国莱驾驶计算平台获得了德国莱

茵茵 TVTV 集 团 颁 发 的集 团 颁 发 的 ISOISO

2626226262功能安全管理认证证功能安全管理认证证

书书。。该标准是全球电子零部该标准是全球电子零部

件供应商进入汽车行业的准件供应商进入汽车行业的准

入门槛之一入门槛之一。。

华为华为MDCMDC 基于自研鲲基于自研鲲

鹏鹏 CPUCPU 与与昇昇腾腾 AIAI 处理器处理器，，

搭载自研智能驾驶搭载自研智能驾驶 OSOS，，该该

平台支持平台支持LL22+-L+-L55级别自动级别自动

驾驶的平滑演进驾驶的平滑演进。。目前目前，，华华

为为 MDCMDC 已联合合作伙伴已联合合作伙伴，，

与与 1818 家主流车企及一级供家主流车企及一级供

应商建立合作应商建立合作，，覆盖乘用覆盖乘用

车车、、商用车商用车、、特种作业车等特种作业车等

多种智能驾驶应用场景多种智能驾驶应用场景。。

国盛证券认为国盛证券认为，，在软件在软件

造车的浪潮下造车的浪潮下，，以华为为代以华为为代

表的消费类电子龙头将更多表的消费类电子龙头将更多

切入汽车市场切入汽车市场，，行业变革渐行业变革渐

行渐近行渐近。。 （田馨）

华为MDC平台通过
车规级认证

由于销量下滑由于销量下滑，，日产汽日产汽

车第三财季车第三财季 （（20192019 年年 99 月月--

20192019 年年 1212 月月）） 可能录得可能录得 1010

多年来首次季度亏损多年来首次季度亏损，，这给这给

前董事长戈恩下台后重建公前董事长戈恩下台后重建公

司的努力增加了更多压力司的努力增加了更多压力。。

三名日产汽车管理人士三名日产汽车管理人士

之前表示之前表示，，该公司可能下调该公司可能下调

截至截至 20202020 年年 33 月全年获利月全年获利

15001500 亿日元的预估亿日元的预估。。这将这将

是该公司是该公司 1111 年来最糟糕的年来最糟糕的

全年业绩全年业绩。。

自去年自去年33月财年开始以月财年开始以

来来，，日产在全球销量同比暴日产在全球销量同比暴

跌跌 88..33%%，，这主要是由于两这主要是由于两

款畅销车型款畅销车型Rogue SUVRogue SUV和和

SentraSentra 轿 车 销 量 不 佳 造轿 车 销 量 不 佳 造

成成。。 （李莉）

日产汽车第三财季将亏损

效益最大化

全球化进程加速

或为缓解债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