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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观点

近期近期，，北京地区本田北京地区本田

品牌与讴歌品牌出现了并品牌与讴歌品牌出现了并

网销售的情况网销售的情况，，即同一家即同一家

44SS 店内同时摆放有两个店内同时摆放有两个

品牌的车型品牌的车型。。

据经销商表示据经销商表示，，由于由于

讴歌销量基数较低讴歌销量基数较低，，并网并网

销售后能在一定程度上降销售后能在一定程度上降

低亏损率低亏损率。。

该销售模式有望被更该销售模式有望被更

多品牌所借鉴多品牌所借鉴。。例如例如，，东东

风英菲尼迪近几年销量情风英菲尼迪近几年销量情

况同样不佳况同样不佳，，或许未来也或许未来也

会与日产品牌共店销售会与日产品牌共店销售，，

以降低销售风险以降低销售风险。。

在全球疫情大范围蔓延在全球疫情大范围蔓延

的情况下的情况下，，海外各大主流车海外各大主流车

企纷纷停工企纷纷停工、、停产停产，，躲避新躲避新

冠病毒的袭击冠病毒的袭击。。欧美政府呼欧美政府呼

吁汽车制造商协助制造呼吸吁汽车制造商协助制造呼吸

机和其他医疗设备机和其他医疗设备。。不少欧不少欧

美车企像两个月前的中国车美车企像两个月前的中国车

企那样企那样，，投入到了生产紧缺投入到了生产紧缺

抗疫物资的行列抗疫物资的行列。。不过不过，，相相

比国内的比亚迪比国内的比亚迪、、广汽和上广汽和上

汽通用五菱等企业产出口汽通用五菱等企业产出口

罩罩，，欧美车企更多的是转产欧美车企更多的是转产

重症患者所需要的呼吸机重症患者所需要的呼吸机。。

44月月66日日，，特斯拉公司的特斯拉公司的

工程师在该公司的工程师在该公司的 YouTubeYouTube

频道上发布了一段视频频道上发布了一段视频，，展展

示了一款呼吸机的原型机示了一款呼吸机的原型机，，

其设计大量使用了特斯拉汽其设计大量使用了特斯拉汽

车的零件车的零件，，这使得该公司能这使得该公司能

够重新部署现有库存够重新部署现有库存，，并快并快

速生产设备速生产设备。。不过不过，，特斯拉特斯拉

自制版的呼吸机什么时候能自制版的呼吸机什么时候能

够最终定型够最终定型、、何时能通过何时能通过

FDAFDA 认证认证，，以及何时能批量以及何时能批量

生产交付医院使用生产交付医院使用，，目前还目前还

不得而知不得而知。。

目前目前，，中国正从疫情中中国正从疫情中

复苏复苏，，但北美洲和欧洲仍处但北美洲和欧洲仍处

在疫情的中心在疫情的中心。。分析师表分析师表

示示，，受消费者信心缺乏和失受消费者信心缺乏和失

业率大幅上升的影响业率大幅上升的影响，，44月全月全

球汽车销量可能会进一步下球汽车销量可能会进一步下

滑滑，，并且下滑态势可能会持并且下滑态势可能会持

续到初夏续到初夏，，第二季度才能真第二季度才能真

正衡量疫情对经济以及汽车正衡量疫情对经济以及汽车

行业的影响行业的影响。。美国一位经销美国一位经销

商说商说：“：“现在的市场真的震撼现在的市场真的震撼

了了。。服务部门处于服务部门处于‘‘跛行跛行’’

状态状态，，销售区域被一片黑暗销售区域被一片黑暗

笼罩着笼罩着。”。”销量下降是对汽车销量下降是对汽车

制造商的第二大打击制造商的第二大打击，，大多大多

数公司已经关闭了整个北美数公司已经关闭了整个北美

地区的工厂地区的工厂，，以防止病毒在以防止病毒在

工人中传播工人中传播。。

尽管首季的全球车市遭尽管首季的全球车市遭

遇了重创遇了重创，，但第二季度才是但第二季度才是

真正的考验真正的考验，，许多机构都认许多机构都认

为 今 年为 今 年 44 月 欧 美 车 市 的 销月 欧 美 车 市 的 销

量量，，会出现会出现““历史性历史性””下滑下滑。。

都去转产呼吸机了，那车市咋办？

为什么一有困难就找车企？

太平洋汽车网：当疫

情、战争等突发性事件来

临，车企非但因为停工血

亏，甚至还得肩负起救国

救民的社会责任。首先，

车企在供应链上具备优

势，而且都依赖电子和气

体力学等技术。其次，车

企拥有无尘车间以及一批

专业技工。

新浪财经：车企本身

拥有较强的设备设计、集

成、整合能力。因此，在

疫情的特殊时期，车企能

被多国政府“特批”生产

呼吸机。

东方财富网：一直以

来，车企都有制造业中的

“ 皇 冠 ” 之 称 ， 其 “ 万

能”性也在近代历史发展

中得到充分证明。

爱卡汽车：汽车企业

比较擅长自动化大规模生

产，熟悉管理流程。

搜狐：除了口罩，还

转产呼吸机，车企真的强

大到无所不能了？

快速“转型”依靠哪些能力？

人民日报：被 视 为

“工业之王”的汽车制造

业是工业生产技术的集大

成者，由各类零部件生产

线组成的汽车生产线具有

相当的可塑性。同时，呼

吸机和汽车制造都十分依

赖于电子和气动产品，两

个行业的部分专业技术互

通，这些都决定了车企成

为此次转产的第一选择。

钛媒体APP：汽车制

造业相对于其他大部分制

造产业，具有更强的设备

设计、集成、整合能力和

精益生产工艺。同时，现

代汽车制造业具备高度模

块化、订制化、快速产业

链协同的特点，成为社会

经济体重要的“制造业压

舱石”。

全球车市将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恢复

腾讯网：当前，预期

全球车市仍然处在不乐观

的趋势中。尽管中国车市

已处于逐步复苏过程中，

但同样没有表现出超预期

的趋势。因此，即便有恢

复迹象，也需要等待各国

经济逐渐回稳，才能保证

车市的逐步恢复。

新浪财经：近日，还

有多家国际权威机构纷纷

下调了对全球及中国汽车

销量的预测数据。大众汽

车 CEO 迪斯在接受德国

ZDF 电视台采访时表示，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导致大

众多地工厂停工，大众每

周的亏损金额约为20亿欧

元。目前，仅有中国市场还

能够继续保持营收状态。

盖世汽车资讯：尽管

投资者一直寄希望于需求

短暂下降后会出现快速而

强劲的“V 型”复苏，但

相关机构预测人士担心，

这种复苏的情景可能会被

第二波疫情的爆发而抹

平。危机过后，消费者可

能并不会把换车列为优先

事 项 。 LMC Automotive

称，欧洲汽车市场在 4 月

的销量会暴跌 80%，而美

国销售额将下降60%。

雷诺退出中国燃油乘用车市场
44月月1414日日，，雷诺集团雷诺集团

发布在华全新战略发布在华全新战略，，指出指出

未来业务重心将会放在轻未来业务重心将会放在轻

型商用车和电动汽车领型商用车和电动汽车领

域域。。对于原有的传统燃油对于原有的传统燃油

车业务车业务，，雷诺集团决定将雷诺集团决定将

东风雷诺所持有的全部股东风雷诺所持有的全部股

份转让给东风汽车份转让给东风汽车。。此此

后后，，东风雷诺汽车有限公东风雷诺汽车有限公

司将停止开展与雷诺品牌司将停止开展与雷诺品牌

相关的业务活动相关的业务活动，，而雷诺而雷诺

计划后续通过雷诺经销商计划后续通过雷诺经销商

网路以及联盟的协同网路以及联盟的协同，，持持

续为续为 3030 万客户提供高品万客户提供高品

质售后服务质售后服务。。

全球3月汽车销量跌幅大
新冠病毒疫情席卷全新冠病毒疫情席卷全

球球，，各个行业都受到不小各个行业都受到不小

的影响和冲击的影响和冲击，，其中其中，，汽汽

车行业尤为严重车行业尤为严重。。欧洲地欧洲地

区受波及最为明显区受波及最为明显。。其中其中

英国跌幅英国跌幅 4444%%，，法国跌幅法国跌幅

7272%%，，西班牙达到了西班牙达到了 7070%%。。

33月美国车市迎来了近月美国车市迎来了近1111

年来最大单月跌幅年来最大单月跌幅，，同比同比

下滑下滑3838%%。。美国车市走向美国车市走向

不被看好不被看好，，车企陆续停车企陆续停

工工，，转向防疫物资的生转向防疫物资的生

产产，，民众也限制出行民众也限制出行，，消消

费需求低迷费需求低迷，，未来跌幅可未来跌幅可

能还会创出新高能还会创出新高。。

特斯拉中国新增电信业务
44月月1313日日，，特斯拉中特斯拉中

国的运营主体特斯拉国的运营主体特斯拉（（上上

海海））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

更更，，其经营范围新增许可其经营范围新增许可

项目项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第二类增值电信业

务务；；机械设备租赁机械设备租赁，，非居非居

住房地产租赁住房地产租赁，，汽车租赁汽车租赁

（（不含驾驶人员不含驾驶人员）。）。

44月月1010日日，，特斯拉宣特斯拉宣

布布，，国产国产ModelModel 33长续航长续航

后轮驱动版正式开放预后轮驱动版正式开放预

订订。。

新车补贴后售价为新车补贴后售价为

3333..905905万元万元，，国标工况下国标工况下

续航里程为续航里程为668668公里公里。。

触角伸至微生物圈 吉利健康汽车新进展
44月月1010日日，，由吉利汽由吉利汽

车与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车与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

共同组建的微生物联合实共同组建的微生物联合实

验室正式挂牌验室正式挂牌。。吉利汽车吉利汽车

和广微所将开展全面深入和广微所将开展全面深入

合作合作，，共同组建车内环境共同组建车内环境

微生物数据菌种库微生物数据菌种库，，并通并通

过对微生物种类过对微生物种类、、生化特生化特

性和分布规律等全面研性和分布规律等全面研

究究，，确立菌种库的菌种覆确立菌种库的菌种覆

盖范围等盖范围等，，以期持续推动以期持续推动

行业标准的制订和更新行业标准的制订和更新。。

一汽建人工智能公司
近日近日，，一汽集团成立一汽集团成立

一汽一汽 （（南京南京）） 科技公司科技公司。。

该公司主要从事包括人工该公司主要从事包括人工

智能基础软件开发智能基础软件开发、、雷达雷达

及配套设备制造及配套设备制造、、智能车智能车

载设备制造以及大数据服载设备制造以及大数据服

务等务等。。根据一汽此前的战根据一汽此前的战

略规划略规划，，20192019--20202020年将年将

实现实现 LL33 级自动驾驶汽车级自动驾驶汽车

商 品 化 和商 品 化 和 LL44 级 示 范 运级 示 范 运

营营；；20212021--20252025年将实现年将实现

LL44 级自动驾驶汽车商品级自动驾驶汽车商品

化 和化 和 LL55 级 示 范 运 营级 示 范 运 营 ；；

20262026--20302030年将实现年将实现LL55级级

自动驾驶汽车商品化自动驾驶汽车商品化。。

布加迪推出3D打印排气系统隔热罩
布布加迪在几年前首次加迪在几年前首次

试水试水，，推出推出 33DD 打印钛制打印钛制

制动钳制动钳。。比起普通的铝铸比起普通的铝铸

制动钳制动钳，，这款制动钳减重这款制动钳减重

4040%%，，能承受能承受20002000华氏度华氏度

的高温的高温。。现在现在，，布加迪宣布加迪宣

布正在为其限量版布正在为其限量版 ChiChi--

ronsrons 家族制造家族制造 33DD 打印排打印排

气系统隔热罩气系统隔热罩。。

目前目前，，在超跑领域在超跑领域，，

一些汽车制造商正在将一些汽车制造商正在将

33DD 打印技术推向更高水打印技术推向更高水

平平。。比如比如。。美国的美国的 CzCz--

ingeringer 2121CC 车型几乎完全车型几乎完全

采用采用33DD打印金属部件打印金属部件。。

24省市将建7.8万个充电桩
44月月1414日日，，国家电网国家电网

启动新一轮充电桩建设启动新一轮充电桩建设，，

计划安排充电桩建设投资计划安排充电桩建设投资

2727 亿元亿元，，新增充电桩新增充电桩 77..88

万个万个，，项目分布在北京项目分布在北京、、

天津天津、、河北河北、、上海等上海等 2424

个省个省 （（市市），），涵盖公共涵盖公共、、

专用专用、、物流物流、、环卫环卫、、社区社区

以及港口岸电等多种类以及港口岸电等多种类

型型。。其中其中，，居住区充电桩居住区充电桩

55..33万个万个，，公共充电桩公共充电桩11..88

万个万个。。

讴歌与本田并网销售：降低经销商亏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