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报道据报道，，自自20112011年年

在中东迪拜开设首家生在中东迪拜开设首家生

物 燃 料 炼 油 厂 以 来物 燃 料 炼 油 厂 以 来 ，，

NeutNeutral Fural Fuelsels 公司一直公司一直

在利用厨余垃圾发展业在利用厨余垃圾发展业

务务。。该公司首席执行官该公司首席执行官

兼创始人卡尔表示兼创始人卡尔表示：“：“尽尽

管我们对美国和中国电管我们对美国和中国电

动汽车市场的发展很兴动汽车市场的发展很兴

奋奋，，但是电动卡车却没但是电动卡车却没

有出现爆炸式增长有出现爆炸式增长。。因因

此此，，柴油卡车也必须使柴油卡车也必须使

用更清洁的燃料用更清洁的燃料。”。”

NeutNeutralral FuelsFuels 与 麦与 麦

当劳合作当劳合作，，后者为其炼后者为其炼

油厂提供炸薯条和炸鸡油厂提供炸薯条和炸鸡

块用过的食用油块用过的食用油。。此种此种

用 过 的 食 用 油 加 热 之用 过 的 食 用 油 加 热 之

后后，，再与甲醇混合再与甲醇混合，，改改

变分子组成之后会形成变分子组成之后会形成

一 种 新 物 质一 种 新 物 质 ：： 生 物 柴生 物 柴

油油。。在经过净化之后在经过净化之后，，

““最终产品可直接用于汽最终产品可直接用于汽

车车，，成为产生零碳足迹成为产生零碳足迹

的净零燃料的净零燃料。”。”而且在使而且在使

用此种燃料时用此种燃料时，，也无需也无需

改装车辆改装车辆，，车辆的燃油车辆的燃油

效率也不会变效率也不会变，，也不会也不会

增加费用增加费用，，甚至发动机甚至发动机

的表现会更好的表现会更好。。

目前目前，，该公司正为该公司正为

其其““旋风反应器旋风反应器””申请申请

专利专利，，据说该反应器几据说该反应器几

乎可以乎可以100100%%将食用油转将食用油转

化为生物柴油化为生物柴油，，与竞争与竞争

对手相比对手相比，，明显具有效明显具有效

率优势率优势。。

与麦当劳的合作让与麦当劳的合作让

NeutrNeutral fual fuelsels公司得以与公司得以与

德尔蒙宠物食品公司和德尔蒙宠物食品公司和

雀巢公司等连锁餐厅合雀巢公司等连锁餐厅合

作作，，并让其生物燃料可并让其生物燃料可

用于校车用于校车、、发电机等一发电机等一

系列应用系列应用。。

迪拜公司与麦当劳合作，
将食用油变成生物柴油

福特申请电动车移动充电
系统应用专利

据报道据报道，，美国专利美国专利

局于近日公布了一项福局于近日公布了一项福

特提交的电动汽车充电特提交的电动汽车充电

专利申请专利申请。。这项专利应这项专利应

用非常广泛用非常广泛，，其揭示了其揭示了

一款便携式模块化充电一款便携式模块化充电

设备设备，，可以通过不同的可以通过不同的

技术适配多种电动汽车技术适配多种电动汽车

和充电桩和充电桩，，从而创建有从而创建有

效的充电系统效的充电系统。。

此专利能够将多个此专利能够将多个

充电器组合在一起充电器组合在一起，，用用

户可根据车辆充电的需户可根据车辆充电的需

要要，，灵活地优化充电器灵活地优化充电器

的使用的使用，，其应用原理类其应用原理类

似于我们常见的手机移似于我们常见的手机移

动电源动电源。。

例如例如，，当你用一个当你用一个

传统充电桩缓慢地给一传统充电桩缓慢地给一

辆车充电时辆车充电时，，你可以把你可以把

移动充电器串联起来使移动充电器串联起来使

用多个电池的容量用多个电池的容量。。如如

果你需要快速充电果你需要快速充电，，你你

可以将它们并联以获得可以将它们并联以获得

更高的功率更高的功率。。当然当然，，你你

也可以用一个移动充电也可以用一个移动充电

器同时给几辆新能源汽器同时给几辆新能源汽

车充电车充电。。

这种新型的移动充这种新型的移动充

电器可以安装在路边救电器可以安装在路边救

援车辆上援车辆上，，也可以为其也可以为其

装上轮子装上轮子，，在停车场周在停车场周

围移动围移动。。当一辆车充满当一辆车充满

电后电后，，充电器可以转移充电器可以转移

到下一辆车到下一辆车，，而不需要而不需要

司机把车开到充电点司机把车开到充电点。。

随着诸多车企的电随着诸多车企的电

气化趋势气化趋势，，未来几年未来几年，，

全球道路上将新增数百全球道路上将新增数百

万辆新能源汽车万辆新能源汽车，，移动移动

充电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充电也将在一定程度上

减少车主等待时间减少车主等待时间。。福福

特的新专利申请提供了特的新专利申请提供了

大约大约1212种不同的充电配种不同的充电配

置置，，其中一些布局可以其中一些布局可以

为移动中的电动汽车充为移动中的电动汽车充

电电，，同时也可以为更多同时也可以为更多

的司机服务的司机服务。。美国专利美国专利

局表示局表示，，目前该专利申目前该专利申

请仍在审查中请仍在审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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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化落后的宝马，这次要发力了
本报记者 林安东 综合外媒

据美联社报道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当美国当

地时间地时间 33 月月 1919 日日，，特斯拉宣特斯拉宣

布布，，从从 33 月月 2424 日起日起，，加州弗加州弗

里蒙特工厂将有序地进行短里蒙特工厂将有序地进行短

暂停产暂停产。。此外此外，，除了必需零除了必需零

部件和供应品之外部件和供应品之外，，纽约工纽约工

厂也将短暂停产厂也将短暂停产。。彼时彼时，，特特

斯拉并未打定主意关闭这座斯拉并未打定主意关闭这座

最重要的生产基地最重要的生产基地，，当时其当时其

发言人声称该工厂将发言人声称该工厂将““在有在有

限的产能下运营限的产能下运营”。”。但现在但现在，，

在经过数日的交涉之后在经过数日的交涉之后，，特特

斯拉最终也只能妥协斯拉最终也只能妥协。。据不据不

完全统计完全统计，，目前全球已经关目前全球已经关

停或计划关停的汽车工厂数停或计划关停的汽车工厂数

量已经超过量已经超过100100家家。。

欧洲目前已经成为除国欧洲目前已经成为除国

内以外的第二大疫情沦陷内以外的第二大疫情沦陷

区区。。包括菲亚特包括菲亚特--克莱斯勒克莱斯勒

（（FCAFCA）、）、大众大众、、戴姆勒戴姆勒、、沃沃

尔沃尔沃、、雷诺雷诺、、标致雪铁龙标致雪铁龙

（（PSAPSA）） 等在欧洲地区均不同等在欧洲地区均不同

程度停产程度停产，，其境内的汽车生其境内的汽车生

产工厂已经关停超过产工厂已经关停超过9090家家。。

其中其中，，大众集团已经陆大众集团已经陆

续关闭超过续关闭超过 1010 家欧洲工厂家欧洲工厂。。

就连兰博基尼唯一的生产工就连兰博基尼唯一的生产工

厂也已经在厂也已经在 33 月月 1212 日宣布停日宣布停

工工、、停产了停产了，，计划在计划在 33 月月 2525

日开始复工日开始复工。。而而 PSAPSA 从从 33 月月

1616 日起在欧洲地区关停超过日起在欧洲地区关停超过

1515家工厂家工厂，，目前计划停产至目前计划停产至33

月月 2727 日日。。戴姆勒在戴姆勒在 33 月月 1717 日日

宣布宣布，，将其在欧洲地区的大将其在欧洲地区的大

部分工厂暂时关停部分工厂暂时关停，，目前预目前预

期的停工期为两周期的停工期为两周。。宝马同宝马同

样也宣布样也宣布，，将暂停欧洲地区将暂停欧洲地区

工厂的生产工作工厂的生产工作，，停产时间停产时间

将于将于44月月1919日结束日结束。。

美洲地区的情况也不容美洲地区的情况也不容

乐观乐观。。福特在一份声明中表福特在一份声明中表

示示，，公司将在公司将在 33 月月 3030 日之前日之前

暂停在北美生产基地的生暂停在北美生产基地的生

产产，，以彻底清理美国以彻底清理美国、、加拿加拿

大和墨西哥的工厂大和墨西哥的工厂。。通用汽通用汽

车同样表示将有计划地关停车同样表示将有计划地关停

北美地区的工厂北美地区的工厂，，并至少持并至少持

续到续到 33 月月 3030 日日，，之后公司会之后公司会

以周为单位对生产状态进行以周为单位对生产状态进行

评估评估。。FCAFCA 也在计划关停位也在计划关停位

于美国的工厂以及位于墨西于美国的工厂以及位于墨西

哥的工厂哥的工厂，，将持续停工至本将持续停工至本

月底月底。。

各 车 企 暂 时 设 定 的 停各 车 企 暂 时 设 定 的 停

工工、、停产时间不尽相同停产时间不尽相同，，例例

如福特如福特、、通用通用、、宝马宝马、、戴姆戴姆

勒等车企都暂定停产两周勒等车企都暂定停产两周，，

而大众而大众、、特斯拉等车企的停特斯拉等车企的停

产时间为三周产时间为三周，，但这些都是但这些都是

暂时的计划暂时的计划。。一方面与工厂一方面与工厂

所在地的疫情和地方政府的所在地的疫情和地方政府的

规定相关规定相关，，另一方面也体现另一方面也体现

出疫情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出疫情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

性性。。

汽车咨询机构汽车咨询机构J.D. PoJ.D. Poww--

erer 于近期发布报告指出于近期发布报告指出，，美美

国汽车零售销量将在今年缩国汽车零售销量将在今年缩

水水300300万辆万辆，，总销量可能会下总销量可能会下

跌至跌至 14001400--16001600 万辆的区间万辆的区间

内内。。此此前前，，J.D. PJ.D. Powerower 曾经曾经

预测美国车市年销量或为预测美国车市年销量或为

16801680万辆万辆。。

近日，在宝马集团财报线上发布会上，宝马集团董

事长齐普策表示：“到2025年，我们计划在研发方面投

资超过300亿欧元。”

宝马集团在2019年的研发投入减少了9亿欧元，占

销售收入的比重也下降了1.35个百分点至5.75%。但为

了不在全球汽车产业的电动化转型中落后于竞争对手，

宝马集团这次要斥巨资追赶了。

受新冠肺炎影响，全球超100家汽车工厂停产

20192019 年年，，宝马集团总宝马集团总

收入同比增长收入同比增长77..66%%至至10421042..11

亿欧元亿欧元，，首次突破首次突破 10001000 亿亿

欧元大关欧元大关。。其中其中，，主要收入主要收入

来源是贡献了来源是贡献了916916..8282亿欧元亿欧元

的 汽 车 业 务的 汽 车 业 务 ，， 相 比相 比 20182018

年年，，实现了实现了 66..88%%的增幅的增幅。。

这有赖于去年宝马汽车全球这有赖于去年宝马汽车全球

销量增长销量增长22..22%%至超过至超过253253万万

辆辆。。但是但是，，净利润却有所下净利润却有所下

滑滑。。20192019 年年，，宝马净利润宝马净利润

为为 5050..2222 亿欧元亿欧元，，同比下滑同比下滑

2828..99%%。。

《《汽车新闻汽车新闻》》 指出指出，，虽虽

然净利润下跌近三成然净利润下跌近三成，，但相但相

比净利润腰斩的老对手戴姆比净利润腰斩的老对手戴姆

勒勒，，宝马的表现已算是优宝马的表现已算是优

秀秀。。

中国市场依旧是宝马的中国市场依旧是宝马的

关键增长动力关键增长动力，，其在华销量其在华销量

同比增长同比增长1414%%的幅度远超其的幅度远超其

他地区他地区，，由此提高了宝马全由此提高了宝马全

球销量的增长水平球销量的增长水平。。而在体而在体

量增长的基础上量增长的基础上，，宝马的高宝马的高

端化突破亦更进了一步端化突破亦更进了一步。。其其

中中，，以宝马以宝马88系为首的全新系为首的全新

大型豪华车销量累计超过大型豪华车销量累计超过

1010 万辆万辆，，增幅达增幅达 7575%%。。此此

外外，，宝马品牌还首次在华摘宝马品牌还首次在华摘

得豪华车销量冠军得豪华车销量冠军，，创下自创下自

19941994 年进入中国市场以来年进入中国市场以来

最好的销售纪录最好的销售纪录。。

反观新能源汽车方面反观新能源汽车方面，，

宝马是典型的宝马是典型的““起了大早起了大早，，

赶了晚集赶了晚集”。”。

《《纽约时报纽约时报》》 有评论指有评论指

出出，，20072007 年年，，宝马集团启宝马集团启

动了动了““ProjeProject ict i””项目项目，，开开

始了以量产为目的始了以量产为目的、、以电动以电动

为主的新能源汽车技术研为主的新能源汽车技术研

发发。。彼时彼时，，特斯拉才刚刚成特斯拉才刚刚成

立三年立三年。。但是但是，，由于首由于首

款量产电动车款量产电动车 ii33 的的

销量低迷以及管销量低迷以及管

理层对于转型态理层对于转型态

度的不坚定度的不坚定，，宝宝

马决定暂停电动马决定暂停电动

车计划车计划，，终究没能终究没能

发挥出应有的先发优势发挥出应有的先发优势。。如如

今今，，其率先推出的宝马其率先推出的宝马ii33和和

ii88 的市场销量不及在当下如的市场销量不及在当下如

日中天的特斯拉日中天的特斯拉。。其中其中，，ii88

更是面临将要停产的结局更是面临将要停产的结局，，

不过好在不过好在ii33愈发得到了市场愈发得到了市场

青睐青睐，，该车去年销量同比增该车去年销量同比增

长长1313%%至至44万辆万辆。。

在纯电动车领域在纯电动车领域，，宝马宝马

推出推出 ii33 后便放慢了进击步后便放慢了进击步

伐伐，，至今在主流车型类别上至今在主流车型类别上

仍没有足够多的纯电动车产仍没有足够多的纯电动车产

品品。。反之反之，，捷豹上市了纯电捷豹上市了纯电

动动 SSUV I-UV I- PACEPACE，， 奔 驰 有奔 驰 有

EQCEQC，，奥迪则推出了奥迪则推出了 e-trone-tron

和和QQ22L e-tL e-tronron，，而宝马要到而宝马要到

今年才能推出纯电动中型今年才能推出纯电动中型

SUSUV iV iXX33，，可见其纯电动产可见其纯电动产

品的推进速度并不快品的推进速度并不快。。

正因如此正因如此，，去年宝马集去年宝马集

团决定换帅团决定换帅，，改由齐普策出改由齐普策出

任任CEOCEO，，以带领宝马集团走以带领宝马集团走

向全面电动化向全面电动化。。其中其中，，最新最新

计划是计划是 20212021 年年底前提供年年底前提供 55

款纯电动车型款纯电动车型，，累计向全球累计向全球

交付交付 100100 万辆新能源汽车万辆新能源汽车。。

同时同时，，从从20212021年起将有半数年起将有半数

的传统动力车型不再开发后的传统动力车型不再开发后

续换代产品续换代产品，，进而支持更多进而支持更多

电动化车型的推出电动化车型的推出。。

此外此外，，宝马方面表示宝马方面表示，，

其将从其将从20212021年开始淘汰多达年开始淘汰多达

5050％的传统燃油车型％的传统燃油车型，，以推以推

动电气化车型的研发和销动电气化车型的研发和销

售售。。到到20232023年年，，宝马新能源宝马新能源

汽车产品线将拓展至汽车产品线将拓展至 2525 款款。。

其中其中，，过半为纯电动车型过半为纯电动车型。。

显然显然，，如今宝马集团已将重如今宝马集团已将重

点放在了新能源汽车上点放在了新能源汽车上，，并并

且希望以更快推出纯电动车且希望以更快推出纯电动车

的方式来追上对手的速度的方式来追上对手的速度，，

务求以更大的产品规模来率务求以更大的产品规模来率

先占据市场优势先占据市场优势。。

尽管车市寒冬愈烈尽管车市寒冬愈烈，，可可

齐普策表示齐普策表示：“：“转型期间转型期间，，我我

们的员工数量将保持稳定们的员工数量将保持稳定。”。”

相较于其他车企大幅裁员的相较于其他车企大幅裁员的

节流措施节流措施，，宝马的调整偏向宝马的调整偏向

于重新分配内部资源于重新分配内部资源。。宝马宝马

将采用更快速的数字化流程将采用更快速的数字化流程

和更精简的架构和更精简的架构。。自自20212021年年

起起，，宝马将开始创建智能网宝马将开始创建智能网

联汽车架构的过渡时期联汽车架构的过渡时期，，半半

数以上的动力传动系统产品数以上的动力传动系统产品

将被公司剔除将被公司剔除，，车型的研发车型的研发

时间将因此缩短近三分之时间将因此缩短近三分之

一一，，从而实现产品转型的目从而实现产品转型的目

标标。。通过精简动力传动产品通过精简动力传动产品

方案方案，，提升整个业务流程的提升整个业务流程的

效率效率。。

《《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日报》》认为认为，，在在

关键的转型时期关键的转型时期，，宝马保持宝马保持

了公司的盈利能力了公司的盈利能力，，并且实并且实

现了营收增长现了营收增长。。转型的第一转型的第一

步已经稳步迈下步已经稳步迈下，，未来的表未来的表

现值得期待现值得期待。。

营收首次破千亿

落后的先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