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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观点

日前日前，，从汽车流通协从汽车流通协

会调查结果来看会调查结果来看，，5050%%的的

经销商表示现金流尚可支经销商表示现金流尚可支

撑撑11--33个月个月，，2727%%的经销的经销

商则坦露现有资金已不足商则坦露现有资金已不足

11 个月开销个月开销。。资金重压资金重压

下下，，经销商退网速度进一经销商退网速度进一

步加快步加快。。据中国汽车流通据中国汽车流通

协会渠道发展分会发布的协会渠道发展分会发布的

数据显示数据显示，，今年前两个今年前两个

月月，，豪华品牌授权网络已豪华品牌授权网络已

确认关闭店面确认关闭店面2121家家。。

研发投入减少，自驾技术受影响
市市 场 研 究 机 构场 研 究 机 构 IHSIHS

MarkitMarkit 日前发布了一份最新日前发布了一份最新

的调查报告的调查报告，，称汽车行业的称汽车行业的

技术开发预算将受到疫情影技术开发预算将受到疫情影

响响 ，， 20202020 年 将 平 均 下 降年 将 平 均 下 降

1313%%，，20212021年继续下滑年继续下滑88%%。。

IHS MarkitIHS Markit 表示表示，，由于由于

全球核心市场的新车销售活全球核心市场的新车销售活

动近乎停滞动近乎停滞，，汽车制造商的汽车制造商的

现金流面临逐渐枯竭的风现金流面临逐渐枯竭的风

险险，，短期内在资金方面恢复短期内在资金方面恢复

正常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正常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在在

这样的大环境下这样的大环境下，，汽车制造汽车制造

商和供应商不得不通过保留商和供应商不得不通过保留

现金和其他非关键支出来改现金和其他非关键支出来改

善财务状况善财务状况。。

这一报告中的相关数据这一报告中的相关数据

是在调查了北美洲是在调查了北美洲、、欧洲和欧洲和

亚洲的亚洲的 140140 家供应商和汽车家供应商和汽车

制造商之后对外公开的制造商之后对外公开的。。受受

访经济实体还表示访经济实体还表示，，因为现因为现

金流紧张金流紧张，，他们预计会将部他们预计会将部

分研发活动外包给内部公分研发活动外包给内部公

司司。。根据这项调查根据这项调查，，部分汽部分汽

车制造商的成熟项目可能会车制造商的成熟项目可能会

被推迟被推迟 66 个月个月，，而一些尚未而一些尚未

成型的早期项目成型的早期项目，，或是尚在或是尚在

讨论期的项目最长有可能推讨论期的项目最长有可能推

迟一年或更久迟一年或更久。。大部分车企大部分车企

和零部件供应商已计划将研和零部件供应商已计划将研

发重点放在能够快速获得投发重点放在能够快速获得投

资回报的项目上资回报的项目上。。受访对象受访对象

们纷纷表示们纷纷表示，，那些需要那些需要66到到77

年才能产生盈利效应的项年才能产生盈利效应的项

目目，，现在不是最优先考虑的现在不是最优先考虑的。。

也有部分企业表示也有部分企业表示，，随随

着风险投资预算资金的枯着风险投资预算资金的枯

竭竭，，许多初创企业将会因新许多初创企业将会因新

冠肺炎疫情的出现而消失冠肺炎疫情的出现而消失，，

尤其是在激光雷达开发和自尤其是在激光雷达开发和自

动驾驶软件领域动驾驶软件领域。。已经有多已经有多

家零部件供应商表示家零部件供应商表示，，LL33级级

及以上的自动驾驶技术将受及以上的自动驾驶技术将受

到影响到影响，，因为它们不能为参因为它们不能为参

与者立即带来利润和效益与者立即带来利润和效益。。

这 份 报 告 中这 份 报 告 中 ，， 大 约 有大 约 有

3030%%的受访者在汽车制造商的受访者在汽车制造商

工作工作，，7070%%则供职于供应商则供职于供应商。。

车企危机生存之道No.1：现金流

汽车头条：“钱紧”

是全球车企的普遍状态，

现金流在此时又是企业

“御寒”的最可靠屏障。

在全球车市所面临的这场

灾难中，能够生存下去的

也许不是最会赚钱的企

业，而是现金流管理能力

最强的企业。

水滴汽车：什么才是

危机生存的第一法则呢？

浏览国外汽车媒体网站和

相关产经新闻发现，有一

个词出现率极高——“现

金流”。

东方财富网：工厂关

闭、销量下滑导致车企运

营成本急速增加、现金流

承压。为此，各大车企纷纷

采取应急举措，一边通过

裁员、降薪、延发工资等方

式勒紧腰带，另一边寻求

增加信贷以支撑现金流。

腾讯：企业在电动移

动出行、自动驾驶和车联

网方面的持续研发投资不

太可能因为疫情就消失。

相反，疫情带来的影响可

能会推动更多企业探索并

购机会。

搜狐：大部分中国汽

车自主品牌在研发投入上

并没有受到过多的影响，

本着“再穷不能穷研发”

的原则，研发费用的投入

都是稳中有升。

自动驾驶落地时间放缓

一财网：即便一些活

得好的、已进入主机厂供

应链的自动驾驶初创公司

也承认，乘用车自动驾驶

发展正在进入缓慢期。相

比之下，无人公交、物流

等场景领域需求更大。

新浪：值 得 关 注 的

是，一些正在做域控制器

的创业公司正面临挑战。

它们中的大多数正在经历

资本寒冬，无法继续“陪

跑”传统意义上的自动驾

驶，其中部分公司纷纷掉

头转向，开始专注于一些

细分场景中的自动驾驶。

亿欧汽车：资本对自

动驾驶日趋谨慎，其中的

矛盾在于，过去资本的疯

狂追逐已经将自动驾驶相

关企业的估值抬高；另

外，自动驾驶企业持续

“烧钱”的需要，也让资

本望而却步。

L3自动驾驶是蓝海吗？

第一电动网：虽然L3

级自动驾驶能够解放双

手、双脚和双眼，但这只

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实际

上，L3级自动驾驶需要驾

驶员和汽车共同担责，这

也是法律责任最为模糊的

阶段。为了规避这种模糊

的界定，有不少车企直接

放弃了L3级。现实是，无

论市场环境还是技术本

身，L3 级发展之路上的

“阻碍”远比想象中多。

新浪：对于目前自动

化分级的商业应用，博世

给出的判断是：L2级自动

驾驶已经落地，L2+或者

L2.5指日可待，L3级及以

上的自动驾驶还有待商

榷，L4、L5级自动驾驶需

要更多的合作。

江西南昌解除皮卡通行限制
日前日前，，南昌市公安局南昌市公安局

发布了一则通告发布了一则通告。。通告表通告表

示示，，将解除皮卡在南昌市将解除皮卡在南昌市

的通行限制的通行限制。。通告指出通告指出，，

对皮卡车放开禁行措施对皮卡车放开禁行措施，，

即皮卡车不受南昌货运车即皮卡车不受南昌货运车

辆通行限制辆通行限制，，无需再办理无需再办理

货车通行证货车通行证，，允许正常通允许正常通

行行。。目前目前，，江西的抚州江西的抚州、、

赣州等地也推出了解除皮赣州等地也推出了解除皮

卡限制的措施卡限制的措施。。而重庆而重庆、、

宁波宁波、、江苏等省市也在今江苏等省市也在今

年纷纷放开了对皮卡的管年纷纷放开了对皮卡的管

控控，，这对于皮卡车企无疑这对于皮卡车企无疑

是个利好是个利好。。

比亚迪口罩出口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

行的背景下行的背景下，，迅速进行口迅速进行口

罩生产的汽车制造商比亚罩生产的汽车制造商比亚

迪最近获得了美国加州价迪最近获得了美国加州价

值值 1010 亿美元的巨额口罩亿美元的巨额口罩

订单订单。。日前日前，，美国加州州美国加州州

长纽瑟姆表示长纽瑟姆表示，，其已经与其已经与

比亚迪签署了订购协议比亚迪签署了订购协议，，

后者会每月向加州供应大后者会每月向加州供应大

约约22亿只口罩亿只口罩，，其中大部其中大部

分是防护级别更高的分是防护级别更高的NN9595

口罩口罩。。据悉据悉，，数量众多的数量众多的

口罩不仅能满足加州自己口罩不仅能满足加州自己

使用使用，，可能还会有机会分可能还会有机会分

给其他州使用给其他州使用。。

对标马斯克？吉利聘请火箭总师
44月月1717日日，，吉利汽车吉利汽车

集团副总裁杨学良在社交集团副总裁杨学良在社交

网站上证实吉利将涉足网站上证实吉利将涉足

““火箭火箭””领域领域，，并表示并表示：：

““招火箭总师招火箭总师，，欢迎报欢迎报

名名 ，， 简 历 投简 历 投 @@ 吉 利 招吉 利 招

聘聘。”。”根据招聘信息根据招聘信息，，本本

次吉利科技集团下属公司次吉利科技集团下属公司

时空道宇计划招纳的贤才时空道宇计划招纳的贤才

涵盖火箭制造相关各个环涵盖火箭制造相关各个环

节节，，包括火箭总师包括火箭总师、、制导制导

设计工程师设计工程师、、动力工程动力工程

师师、、火箭结构工程师火箭结构工程师、、火火

箭总工艺师等在内的共计箭总工艺师等在内的共计

四十余个岗位四十余个岗位。。

沃尔沃与戴姆勒成立卡车燃料电池合资企业
44月月2121日日，，沃尔沃集沃尔沃集

团与戴姆勒卡车部门宣团与戴姆勒卡车部门宣

布布，，双方已经同意成立一双方已经同意成立一

家合资企业家合资企业，，以开发和生以开发和生

产用于重型车辆的燃料电产用于重型车辆的燃料电

池系统池系统。。沃尔沃集团与戴沃尔沃集团与戴

姆勒卡车部门将各持股姆勒卡车部门将各持股

5050%%。。戴姆勒卡车将把当戴姆勒卡车将把当

前所有的燃料电池业务都前所有的燃料电池业务都

转移到新的合资企业之转移到新的合资企业之

中中，，沃尔沃集团将会以沃尔沃集团将会以66

亿欧元的价格购入新公司亿欧元的价格购入新公司

5050%%的股份的股份。。两家公司表两家公司表

示示，，新的合资企业将完全新的合资企业将完全

独立自主经营独立自主经营。。

一汽集团发动机增10万产能
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发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发

布了布了《《中国第一汽车股份中国第一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44GCGC 三代增能三代增能

项目受理公示项目受理公示》。》。根据公根据公

示显示示显示，，一汽集团将启动一汽集团将启动

44GCGC 三代发动机装配及三代发动机装配及

试验线增能项目试验线增能项目，，新增新增

1010 万台万台//年装配试验生产年装配试验生产

线线，，44GCGC 三代发动机产三代发动机产

能将提升至能将提升至2222万台万台//年年。。

CACA44GCGC 第三代发动第三代发动

机是一汽集团自主研发的机是一汽集团自主研发的

第三代增压直喷汽油机平第三代增压直喷汽油机平

台产品台产品，，主要搭载在红旗主要搭载在红旗

HH55、、HH77、、HSHS55等车型上等车型上。。

美锦能源募资投向氢燃料电池项目
44月月1919日日，，美锦能源美锦能源

发布发布 20202020 年度非公开发年度非公开发

行行 AA 股股票预案股股票预案，，拟定增拟定增

募资不超过募资不超过6666亿元亿元，，将用将用

于华盛化工新材料项目于华盛化工新材料项目、、

氢燃料电池电堆及系统项氢燃料电池电堆及系统项

目目、、补充流动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氢燃氢燃

料电池电堆及系统项目建料电池电堆及系统项目建

成后将具备成后将具备11万套氢燃料万套氢燃料

电池动力系统电池动力系统、、5050万万KWKW

氢燃料电池电堆和氢燃料电池电堆和11万辆万辆

氢燃料商用车零部件的生氢燃料商用车零部件的生

产能力产能力。。该项目的实施将该项目的实施将

有助于公司把握燃料电池有助于公司把握燃料电池

技术发展的市场机遇技术发展的市场机遇。。

小米集团战投博泰车联网
44月月1717日日，，车联网企车联网企

业上海博泰业上海博泰 （（PateoPateo）） 获获

得小米集团得小米集团 BB 轮战略投轮战略投

资资，，双方将进行深度合双方将进行深度合

作作。。未来未来，，博泰将与小米博泰将与小米

在软件在软件、、硬件硬件、、语音多场语音多场

景交互等方面开展全方位景交互等方面开展全方位

的合作的合作。。

20202020 年年，，小米在成小米在成

立满十年之际立满十年之际，，进行战略进行战略

升级升级，，加码加码 55G+AIoTG+AIoT 超超

级互联网风口级互联网风口。。

现金流承压 半数经销商企业无法支撑3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