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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疫情受疫情、、补贴等因素补贴等因素

影 响影 响 ，， 20202020 年年 11 月 和月 和 22

月月，，国内新能源乘用车销国内新能源乘用车销

量连续遭遇大跌量连续遭遇大跌：：11月的月的

同比降幅达到同比降幅达到 5252%%，，22 月月

的 同 比 降 幅 更 是 高 达的 同 比 降 幅 更 是 高 达

7070%%。。然而然而，，其中的私人其中的私人

纯电动乘用车市场的情况纯电动乘用车市场的情况

要比整体情况好很多要比整体情况好很多。。

11月月，，国内私人纯电国内私人纯电

动乘用车上险数比去年同动乘用车上险数比去年同

期增加期增加 4444%%。。22 月月，，在疫在疫

情持续影响之下情持续影响之下，，私人纯私人纯

电动乘用车的上险数仍比电动乘用车的上险数仍比

去年去年 22 月增加了月增加了 377377 辆辆。。

虽然增长十分有限虽然增长十分有限，，但仍但仍

反映出反映出，，电动汽车的私人电动汽车的私人

消费是真实且可持续的消费是真实且可持续的。。

另外另外，，今年以来今年以来，，主主

打高端路线的电动汽车打高端路线的电动汽车，，

如特斯拉如特斯拉、、蔚来蔚来，，以及以及高高

端插混和增程式端插混和增程式车型车型，，如如

宝马宝马55系插混系插混、、理理想想ONEONE

等表现尚可等表现尚可。。这说明这说明，，对对

补贴政策依赖较小的发展补贴政策依赖较小的发展

模式模式，，稳定性更强稳定性更强。。

20202020年年11--22月月，，比亚比亚

迪虽然保住了私人纯电动迪虽然保住了私人纯电动

乘用车上险数的冠军乘用车上险数的冠军，，但但

鉴于其旗下纯电动车型款鉴于其旗下纯电动车型款

数众多数众多，，同期的市场表现同期的市场表现

远不如远不如20192019年及之前年及之前。。

传统主流自主品牌传统主流自主品牌

中中，，只有五菱的宝骏只有五菱的宝骏EE系系

列在排位榜上没有明显变列在排位榜上没有明显变

动动。。不论是企业上险数还不论是企业上险数还

是单一车型上险数是单一车型上险数，，其均其均

位于榜单前位于榜单前33名名。。

相比之下相比之下，，以特斯以特斯

拉拉、、宝马为代表的合资或宝马为代表的合资或

外资企业表现依然抢眼外资企业表现依然抢眼。。

20202020年年11--22月月，，私人私人

纯电动乘用车上险数前纯电动乘用车上险数前55

名的车型很有意思名的车型很有意思。。

尤其是特斯拉尤其是特斯拉ModMod--

elel 33，，在在 22 月第一次同时月第一次同时

获得中国新能源乘用车销获得中国新能源乘用车销

量量、、上险数和乘用车个人上险数和乘用车个人

上险数上险数33项冠军项冠军。。

另外另外，，除了高端和初除了高端和初

级纯电动乘用车级纯电动乘用车，，高端插高端插

混乘用车在混乘用车在 20202020 年前两年前两

个月的市场表现也相对出个月的市场表现也相对出

色色。。

进入进入 20202020 年年，，不论不论

在插混车阵营在插混车阵营，，还是在新还是在新

造车企业阵营造车企业阵营，，理想汽车理想汽车

的市场反应都很积极的市场反应都很积极。。

11 月 和月 和 22 月月 ，， 理 想理 想

ONEONE 增程式电动车分别增程式电动车分别

上险上险12071207辆和辆和307307辆辆，，均均

位列新造车企业排行榜第位列新造车企业排行榜第

33 名名 ，， 仅 次 于 特 斯 拉仅 次 于 特 斯 拉

ModelModel 33和蔚来和蔚来ESES66。。

整体来看整体来看，，11--22 月月，，

理想汽车仅凭一款理想理想汽车仅凭一款理想

ONEONE 就进入插混乘用车就进入插混乘用车

上险数前上险数前 55 名名，，而其他而其他 44

家车企旗下至少有两款插家车企旗下至少有两款插

混车型混车型。。值得一提的是值得一提的是，，

20202020 年年，，在纯电动车占在纯电动车占

绝对主导地位的北京市绝对主导地位的北京市

场场，，理想汽车也成为当地理想汽车也成为当地

新能源乘用车上险数第新能源乘用车上险数第77

名名，，是前是前 1010 名中唯一只名中唯一只

卖插混车的企业卖插混车的企业。。

回 顾回 顾 20202020 年 前年 前 22 个个

月月，，受疫情影响受疫情影响，，国内新国内新

能源乘用车行业遭遇了比能源乘用车行业遭遇了比

20192019 年更加严峻的市场年更加严峻的市场

环境环境。。在全行业下行趋势在全行业下行趋势

之下之下，，私人纯电动乘用车私人纯电动乘用车

实现了逆势增长实现了逆势增长，，有些出有些出

人意料人意料。。

特斯拉的猛烈攻势特斯拉的猛烈攻势；；

微型纯电动乘用车微型纯电动乘用车，，如宝如宝

骏等的领先排位骏等的领先排位；；以及高以及高

端插混乘用车端插混乘用车，，如理想如理想

ONEONE 的后来居上的后来居上，，都让都让

人看到私人电动汽车消费人看到私人电动汽车消费

市场的真实性和可持续市场的真实性和可持续

性性。。

随着疫情对车市影响随着疫情对车市影响

的缓解的缓解，，如何找到最快完如何找到最快完

成市场化的产品路成市场化的产品路线线，，赢赢

得下一阶段的市场争夺得下一阶段的市场争夺

战战，，是所有车企必须考虑是所有车企必须考虑

的问题的问题。。 （蓝田）

广汽本田于广汽本田于44月月11日正式日正式

完成对本田汽车完成对本田汽车 （（中国中国）） 的的

吸收合并吸收合并，，后者更名为广汽后者更名为广汽

本田广州开发区工厂本田广州开发区工厂。。

继黄埔和增城两个厂区继黄埔和增城两个厂区

的三条整车生产线及一座发的三条整车生产线及一座发

动机工厂外动机工厂外，，广汽本田的生广汽本田的生

产体系中又新增了广州开发产体系中又新增了广州开发

区工厂区工厂，，迈入整车迈入整车““四线生四线生

产产””阶段阶段。。

20182018 年年，，本田汽车本田汽车 （（中中

国国）） 成为广汽本田的全资子成为广汽本田的全资子

公司公司。。此次吸收合并此次吸收合并，，将提将提

高广汽本田的资源利用率和高广汽本田的资源利用率和

运营效率运营效率，，扩大企业产能扩大企业产能。。

本田汽车本田汽车 （（中国中国）） 成立成立

于于 20032003 年年 99 月月 88 日日，，其产品其产品

100100%%出口出口。。吸收合并后吸收合并后，，广广

汽本田将保留本田汽车汽本田将保留本田汽车 （（中中

国国）） 原有的整车生产出口和原有的整车生产出口和

全球全球 KDKD 零部件供应两大业零部件供应两大业

务务。。整车业务方面整车业务方面，，广汽本广汽本

田广州开发区工厂的产能为田广州开发区工厂的产能为

55 万辆万辆//年年，，除了继续生产除了继续生产

CITYCITY 车型并出口至墨西哥车型并出口至墨西哥

市场外市场外，，还将于还将于 20202020 年年 44 月月

起投产内销车型起投产内销车型，，首款车型首款车型

为雅阁为雅阁 （（ACCORDACCORD）。）。全球全球

出口出口 KDKD 零部件供应业务则零部件供应业务则

将面向将面向HondaHonda在泰国等在泰国等1313个个

国家和地区的整车工厂供应国家和地区的整车工厂供应

量产零部件量产零部件。。

20192019 年年，，广汽本田在基广汽本田在基

本产能达本产能达 6060 万辆万辆//年的情况年的情况

下下，，产量超过产量超过7676万辆万辆，，产能产能

利用率达利用率达120120%%以上以上。。为满足为满足

市场需求市场需求，，目前广汽本田第目前广汽本田第

三工厂基本产能改造项目已三工厂基本产能改造项目已

经投产经投产，，产能由产能由 1212 万辆万辆//年年

扩大至扩大至 2424 万辆万辆//年年，，再加上再加上

广州开发区工厂广州开发区工厂55万辆万辆//年的年的

产能产能，，20202020年年，，广汽本田将广汽本田将

形成形成7777万辆的年总产能万辆的年总产能。。

（罗列）

在特斯拉确定在特斯拉确定 Model YModel Y

国产后国产后，，特斯拉中国日前向特斯拉中国日前向

均胜电子中国子公司新增总均胜电子中国子公司新增总

额约额约22..22亿元的中控电子类产亿元的中控电子类产

品订单品订单，，主要由均胜电子宁主要由均胜电子宁

波工厂直接向特斯拉上海工波工厂直接向特斯拉上海工

厂供货厂供货。。此前此前，，在特斯拉第在特斯拉第

二批国产化零部件定点中二批国产化零部件定点中，，

均胜电子已获得国产特斯拉均胜电子已获得国产特斯拉

定 点 生 产 函定 点 生 产 函 ，， ModelModel 33 和和

Model YModel Y 的相关零部件将由的相关零部件将由

均胜安全系统均胜安全系统 （（JSSJSS）） 上海临上海临

港工厂直接生产并供应港工厂直接生产并供应。。

均 胜 电 子 成 立 于均 胜 电 子 成 立 于 20042004

年年，，总部位于中国宁波总部位于中国宁波，，是是

一家高速成长型的汽车电子一家高速成长型的汽车电子

供应商之一供应商之一。。外延并购一直外延并购一直

是其发展利器是其发展利器。。

据了解据了解，，早在早在 20092009 年年，，

均胜电子就开始实施并购战均胜电子就开始实施并购战

略略。。同年同年，，均胜电子并购了均胜电子并购了

中德合资零部件公司上海华中德合资零部件公司上海华

德塑料制品厂德塑料制品厂，，一跃成为当一跃成为当

时业内主要的汽车零部件公时业内主要的汽车零部件公

司之一司之一。。

20112011 年年，，均胜电子开始均胜电子开始

布局海外业务布局海外业务。。同年同年，，均胜均胜

电子收购老牌汽车零部件公电子收购老牌汽车零部件公

司德国普瑞司德国普瑞。。20132013 年年 88 月月，，

均胜电子子公司德国普瑞收均胜电子子公司德国普瑞收

购德国软件开发公司购德国软件开发公司 InnoInno--

ventisventis。。之所以收购这家公之所以收购这家公

司司，，原因在于均胜电子试图原因在于均胜电子试图

通过此次并购实现机动车辆通过此次并购实现机动车辆

电子往来系统领域测试系电子往来系统领域测试系

统统、、软件零部件及工程服务软件零部件及工程服务

的技术补充的技术补充。。

20142014 年年 88 月月，，德国普瑞德国普瑞

完成对德国机器人公司完成对德国机器人公司IMAIMA

的收购的收购。。同年同年1212月月，，均胜电均胜电

子收购了高端方向盘和内饰子收购了高端方向盘和内饰

系统总成供应商德国系统总成供应商德国QuinQuin。。

20162016 年年 22 月月，，均胜电子均胜电子

收购了德国汽车导航技术公收购了德国汽车导航技术公

司司 TSTS （（现在是德国现在是德国 PCCPCC 公公

司司）。）。同年同年55月月，，均胜电子全均胜电子全

资子公司资子公司 PIAPIA 收购美国工业收购美国工业

机 器 人 制 造 公 司机 器 人 制 造 公 司 EVANAEVANA，，

意图实现与意图实现与20142014年对年对IMAIMA的的

并购产生协同效应并购产生协同效应。。同年同年 66

月月，，均胜电子完成收购美国均胜电子完成收购美国

主被动安全技术供应商主被动安全技术供应商KSSKSS。。

20172017 年年 66 月份月份，，均胜电均胜电

子控股子公司子控股子公司 KSSKSS 宣布收购宣布收购

日本高田除硝酸铵气体发生日本高田除硝酸铵气体发生

器之外的主要资产器之外的主要资产，，并在并在1111

月份正式签订收购协议月份正式签订收购协议。。同同

年年1111月月，，均胜电子子公司德均胜电子子公司德

国普瑞并购了挪威康斯博格国普瑞并购了挪威康斯博格

集团旗下的电力电子系统公集团旗下的电力电子系统公

司司ePowerePower，，意在布局其电池意在布局其电池

管理系统管理系统。。

均胜电子将海外优质资均胜电子将海外优质资

产与公司现有业务资源有效产与公司现有业务资源有效

融合融合，，将各项先进技术与中将各项先进技术与中

国市场充分结合国市场充分结合，，从一家汽从一家汽

车功能件企业逐步壮大成为车功能件企业逐步壮大成为

一家跨国企业一家跨国企业。。

对于海外收购的企业对于海外收购的企业，，

均胜电子在保持其独立运营均胜电子在保持其独立运营

的同时的同时，，也不断加大对其投也不断加大对其投

资和相关扶持资和相关扶持。。举例来说举例来说，，

在车联网领域在车联网领域，，均胜电子于均胜电子于

20162016 年收购了一家德国企年收购了一家德国企

业业，，其在并购之后其在并购之后，，在人力在人力

和资本方面持续投入这家公和资本方面持续投入这家公

司司。。与德国车联网公司相对与德国车联网公司相对

的是的是，，均胜电子也在中国成均胜电子也在中国成

立了一家车联网公司立了一家车联网公司，，从而从而

在业务上与德国公司互相配在业务上与德国公司互相配

合合。。之所以如此之所以如此，，在于中国在于中国

对车联网的需求与欧洲不对车联网的需求与欧洲不

同同。。比如比如，，在欧洲只需要一在欧洲只需要一

个简单的个简单的 LinuxLinux 系统系统，，而在而在

中国中国，，因为不同的服务应用因为不同的服务应用

和生态和生态，，均胜电子又自主研均胜电子又自主研

发了一个基于安卓系统的操发了一个基于安卓系统的操

作系统作系统，，这样就可以同时满这样就可以同时满

足车企在国外和国内不同的足车企在国外和国内不同的

研发需求研发需求。。

均胜电子作为一家面向均胜电子作为一家面向

全球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全球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

其也与科技公司达成了合其也与科技公司达成了合

作作。。然而然而，，其选择的科技公其选择的科技公

司是在汽车领域并不非常知司是在汽车领域并不非常知

名名，，并且布局不是很明确的并且布局不是很明确的

微软微软。。但在均胜电子看来但在均胜电子看来，，

与微软的合作与微软的合作，，却是天作之却是天作之

合合。。据均胜电子信息技术总据均胜电子信息技术总

监宗嘉介绍监宗嘉介绍，，均胜电子与微均胜电子与微

软的合作筹划是从软的合作筹划是从20182018年下年下

半年开始的半年开始的，，当时均胜电子当时均胜电子

主要看中微软三个方面的能主要看中微软三个方面的能

力力：：

第一第一，，微软是在微软是在 To BTo B

企业端经营了很多年的企企业端经营了很多年的企

业业，，善于跨国经营善于跨国经营。。其不仅其不仅

在传统在传统officeoffice、、桌面办公工具桌面办公工具

方面有很强的品牌号召力方面有很强的品牌号召力，，

而 且 在 云 计 算而 且 在 云 计 算 、、 DynamicsDynamics

365365和和CRMCRM领域有很好的技领域有很好的技

术能力术能力。。

第二第二，，微软在全球的影微软在全球的影

响力以及普适性响力以及普适性。。均胜电子均胜电子

是一家全球经营性的公司是一家全球经营性的公司，，

很多资源都在国外很多资源都在国外。。微软则微软则

可以利用其在全球的影响力可以利用其在全球的影响力

和普适性帮助均胜电子进行和普适性帮助均胜电子进行

业务整合业务整合，，减少中间的波折减少中间的波折。。

第三第三，，微软的安全性微软的安全性。。

微软是一家非常注重安全的微软是一家非常注重安全的

公司公司，，旗下很多安全产品和旗下很多安全产品和

能力能够帮助均胜在全球范能力能够帮助均胜在全球范

围内提供安全治理和护理围内提供安全治理和护理。。

均胜电子的全球化布局均胜电子的全球化布局

跨域了跨域了3030个国家个国家、、4040个研发个研发

中心以及中心以及8080个生产基地个生产基地，，想想

要将其要将其ITIT架构整合在一起是架构整合在一起是

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因此因此，，在微软助力均胜在微软助力均胜

电子全球转型升级过程中电子全球转型升级过程中，，

最重要的一个作用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就在于就在于

通过微软的技术手段通过微软的技术手段，，将均将均

胜电子全球的胜电子全球的ITIT架构以及商架构以及商

务合同统一在同一个框架务合同统一在同一个框架

下下，，从而实现成本节约从而实现成本节约、、架架

构统一构统一、、能力提升能力提升。。

当然当然，，除了上述在线办除了上述在线办

公业务方面的合作之外公业务方面的合作之外，，在在

汽车领域汽车领域，，双方也达成了深双方也达成了深

度合作度合作。。

据介绍据介绍，，目前均胜电子目前均胜电子

在车联网板块主要有三大在车联网板块主要有三大

块块，，即智能座舱即智能座舱、、车联万物车联万物

以及自动驾驶辅助以及自动驾驶辅助。。去年去年，，

基于与微软合作打造的基于与微软合作打造的 ofof--

fice in carfice in car已经在法兰克福车已经在法兰克福车

展上进行了展示展上进行了展示。。

此外此外，，均胜车联事业部均胜车联事业部

还借助微软云计算能力还借助微软云计算能力，，即即

AzureAzure计算平台计算平台，，第一次把其第一次把其

主要系统主要系统 SAPSAP 托管到云端数托管到云端数

据中心据中心。。这不仅大大缩短周这不仅大大缩短周

期流程期流程，，提升交付速度提升交付速度，，还还

使数据的安全性得到大力提使数据的安全性得到大力提

升升。。未来未来，，基于微软云基于微软云、、微微

软软件整体架构软软件整体架构，，以及现有以及现有

的工具的工具，，包括语音等都会进包括语音等都会进

行合作行合作。。此外此外，，微软本身也微软本身也

有一个全球汽车行业的垂直有一个全球汽车行业的垂直

团队团队，，其在中国也有很多资其在中国也有很多资

源源。。均胜电子通过与微软的均胜电子通过与微软的

合作合作，，能够推动自身在车联能够推动自身在车联

网领域发展网领域发展。。 （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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