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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滴出行与林肯汽车滴滴出行与林肯汽车

于近日宣布正式开展合于近日宣布正式开展合

作作，，即日起即日起，，北京北京、、杭州杭州

的用户可通过滴滴出行的用户可通过滴滴出行

APPAPP上的豪华车界面上的豪华车界面，，率率

先体验到林肯大陆尊雅版先体验到林肯大陆尊雅版

车型车型。。滴滴豪华车已覆盖滴滴豪华车已覆盖

北京北京、、上海上海、、成都等成都等99个个

城市城市。。目前目前，，滴滴豪华车滴滴豪华车

已拥有包括林肯大陆已拥有包括林肯大陆、、奔奔

驰驰 EE 级级、、红旗红旗 HH77、、奥迪奥迪

AA88LL等在内的豪华车型等在内的豪华车型。。

55 月月 1313 日夜晚日夜晚，，国内数国内数

位特斯拉车主发微博称位特斯拉车主发微博称，，特特

斯拉斯拉 AppApp 大面积宕机大面积宕机，，致使致使

手机无法与车连接手机无法与车连接，，手机钥手机钥

匙失效匙失效，，导致车主无法获取导致车主无法获取

车辆信息车辆信息、、无法点亮车内仪无法点亮车内仪

表盘和中控屏表盘和中控屏。。多位车主处多位车主处

于于““盲开盲开””状态状态。。还有车主还有车主

反映反映，，APPAPP 宕机之后宕机之后，，其尝其尝

试拨打试拨打 400400 官方客服电话问官方客服电话问

询询，，但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的但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的

状态状态。。而特斯拉线上客户支而特斯拉线上客户支

持回复称持回复称，，这是由于系统服这是由于系统服

务器故障务器故障，，导致手机导致手机 APPAPP 无无

法直接控制车辆法直接控制车辆。。

类似的事件已不是第一类似的事件已不是第一

次发生了次发生了。。

20182018 年年，，特斯拉汽车被特斯拉汽车被

爆汽车互联网网络瘫痪爆汽车互联网网络瘫痪，，当当

时特斯拉的解释是其网络运时特斯拉的解释是其网络运

营商营商 AT&TAT&T 出了问题出了问题。。20192019

年年 99 月月，，特斯拉就曾出现过特斯拉就曾出现过

大面积大面积 APPAPP 宕机的情况宕机的情况，，故故

障持续了大约障持续了大约 44 个小时个小时。。一一

般情况下般情况下，，特斯拉车主主要特斯拉车主主要

有两种方式对车辆进行开有两种方式对车辆进行开

锁锁，，一种是专用的卡片钥一种是专用的卡片钥

匙匙，，另一种方式则是通过手另一种方式则是通过手

机机 APPAPP 进行开关门进行开关门、、控制车控制车

辆辆、、预约充电等操作预约充电等操作。。由于由于

APPAPP 集成了更多功能集成了更多功能，，大多大多

车主日常主要通过车主日常主要通过 APPAPP 使用使用

车辆车辆，，这也是这也是 APPAPP 宕机影响宕机影响

面较广的原因面较广的原因。。据特斯拉车据特斯拉车

主反映主反映，，次日车辆已恢复正次日车辆已恢复正

常使用常使用。。

在国产版本特斯拉交付在国产版本特斯拉交付

即将满半年之际即将满半年之际，，收获了极收获了极

高热度的特斯拉高热度的特斯拉，，其品控其品控、、

价格策略等也经历着诸多质价格策略等也经历着诸多质

疑疑。。

特斯拉出现APP大面积宕机

特斯拉再陷品控质疑：APP宕机、“失速门”频现

南方都市报：频频被

曝质量问题的特斯拉，日

前又因为APP宕机登上热

搜。近期，其频频成为

“网红”：高速趴窝引发安

全忧虑。特斯拉的任性调

价也引来了更多“等等

党”。在3月份销量突破1

万辆后，4 月份，特斯拉

中国市场的销量急剧下滑

至3635辆，环比下降超过

六成。随着国产化率进一

步提升，国产特斯拉“价

降量升”将会是大概率事

件，但在用户服务和品控

等环节，聚光灯下的特斯

拉依然面对诸多质疑，有

诸多困难等待解决。

国产特斯拉仍是一脸傲慢

网易：除了政策红利

的减弱以外，特斯拉汽车

令人诟病的产品质量和售

后服务，也在透支着消费

者的信任。当车主用自嘲

的语气称自己为“韭菜”

时，特斯拉在中国市场的

筹码只会越来越少。

如今，摆在特斯拉面

前的问题是，经历了“韭

菜门”“简配门”“失速

门”“宕机门”等问题之

后，中国消费者还愿意为

特斯拉的强势和傲慢埋单

吗？

东方财富快讯：汽车

电动化、智能化浪潮之

下，科技元素无疑是特斯

拉强有力的核心竞争力，

但也的确存在不容忽视的

安全问题。此外，除去锦

上添花的科技元素，回归

车辆本质，驾乘体验依然

是汽车产品的硬实力。如

果特斯拉不重视制造工

艺，在软件研发上蒙眼狂

奔，或许终将因缺乏基本

功，被拥抱电动化的百年

车企迎头赶上。

新浪：作为一家创新

企业，特斯拉身上的科技

光环是它能够在中国市场

扎根的根本原因。但作为

企业，特斯拉对于中国消

费者的尊重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

购买特斯拉的车主未

必是马斯克的粉丝，但一

定是特斯拉的顾客，如何

更周全地回应这些顾客的

需求，是如今特斯拉中国

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凸显5G时代网联汽车信息安全问题

搜狐：在特斯拉中国

发生大规模“失联”事件

之前，今年 3 月以来，特

斯拉就曾先后曝出 Model

3 仪表盘漏洞、二手车泄

露用户数据，以及供应商

Visser 遭勒索软件攻击数

据泄露等事件。

随着我国 5G 加速建

设，伴随汽车智能网联的

趋势愈发明显，安全的问

题也会不断凸显。

新浪：导致车主们被

困在车里的一个原因就是

特斯拉车主们使用的是蓝

牙钥匙。所以，也有人戏

称特斯拉是一个带轮子的

安卓手机，断网这种事发

生在特斯拉身上也见怪不

怪了。

当然，还有一个更可

怕的原因猜测，就是你的

汽车很有可能被黑客攻击

了。

PSA、FCA联合公告：全面合并项目进展顺利
55 月月 1414 日日 ，， PSAPSA 与与

FCAFCA 各自决定各自决定，，受当前受当前

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双双

方在方在 20202020 年均不会派发年均不会派发

20192019 财 年 的 普 通 股 股财 年 的 普 通 股 股

息息。。PSAPSA 集团与集团与 FCAFCA 集集

团确认团确认，，双方于双方于20192019年年1212

月宣布的月宣布的““以以 5050∶∶5500 股比股比

实现两家企业业务的全面实现两家企业业务的全面

合并合并””项目进展顺利项目进展顺利，，涉涉

及该项目的反垄断申报及该项目的反垄断申报，，

以及其他向监管机构备案以及其他向监管机构备案

相关工作也在有序推进相关工作也在有序推进。。

预计双方合并将如期在预计双方合并将如期在

20212021年第一季度内完成年第一季度内完成。。

小鹏汽车肇庆自建工厂生产资质获批
55月月1919日日，，工信部发工信部发

布了第布了第332332批批《《道路机动道路机动

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

告告》，》，小鹏汽车作为被许小鹏汽车作为被许

可的整车生产企业在该公可的整车生产企业在该公

告中得以发布告中得以发布。。这意味着这意味着

小鹏汽车的自建工厂生产小鹏汽车的自建工厂生产

资质最终落定资质最终落定。。小鹏汽车小鹏汽车

通过收购广东福迪汽车有通过收购广东福迪汽车有

限公司限公司 100100％股权％股权，，从而从而

满足了获得生产资质的必满足了获得生产资质的必

要条件之一要条件之一。。

吉利汽车与大搜车达成合作
55月月1818日日，，吉利汽车吉利汽车

与大搜车宣布达成战略合与大搜车宣布达成战略合

作作，，共建共建““真直销真直销 一口一口

价价””的数字化汽车直销新的数字化汽车直销新

零售网络零售网络。。

吉利未来还将联合大吉利未来还将联合大

搜车制订搜车制订““网红计划网红计划”，”，

孵化更多的带货模式孵化更多的带货模式。。

““吉利汽车的几万名销售吉利汽车的几万名销售

人员人员、、大搜车的员工大搜车的员工，，甚甚

至是生产线上的制造工人至是生产线上的制造工人

都有可能成为带货主播都有可能成为带货主播。”。”

邦奇动力第300万台CVT无级变速箱下线
55月月1515日日，，邦奇动力邦奇动力

第第 300300 万台万台 CVTCVT 无级变无级变

速箱在中国南京工厂下速箱在中国南京工厂下

线线。。自自 19911991 年邦奇动力年邦奇动力

比 利 时 工 厂 开 始 生 产比 利 时 工 厂 开 始 生 产

CVTCVT 无级变速箱以来无级变速箱以来，，

其其 CVTCVT 技术逐渐渗透全技术逐渐渗透全

球市场球市场，，配套超过配套超过100100个个

不同车型不同车型，，覆盖全球覆盖全球 3636

个汽车品牌个汽车品牌。。目前目前，，邦奇邦奇

动力的客户主要位于中国动力的客户主要位于中国

及亚洲其他地区及亚洲其他地区。。

佛吉亚歌乐电子重庆研发总部落户两江新区
55月月1414日日，，佛吉亚与佛吉亚与

重庆两江新区管理委员会重庆两江新区管理委员会

通过视频连线方式进行了通过视频连线方式进行了

““云签约云签约”，”，正式宣布建立正式宣布建立

佛吉亚歌乐汽车电子重庆佛吉亚歌乐汽车电子重庆

研发总部研发总部，，落户重庆两江落户重庆两江

新区新区。。据悉据悉，，该研发总部该研发总部

是佛吉亚在中国布局的首是佛吉亚在中国布局的首

个独立法人研发总部个独立法人研发总部，，总总

投资金额达投资金额达 44..55 亿元亿元，，将将

承担佛吉亚整车客户的车承担佛吉亚整车客户的车

载电子产品研发工作载电子产品研发工作。。

海南车展5月21日开幕

20202020年疫情过后的首年疫情过后的首

个大型线下车展被海南摘个大型线下车展被海南摘

得得。。海南车展于海南车展于55月月2121日日

开幕开幕，，持续到持续到 55 月月 2424 日日，，

吸引了近吸引了近 100100 个汽车品牌个汽车品牌

参展参展，，展出近展出近10001000款热销款热销

车型车型，，展览面积展览面积55万平方万平方

米米。。

而而““20202020年粤港澳大年粤港澳大

湾 区 国 际 汽 车 博 览 会湾 区 国 际 汽 车 博 览 会 ””

（（原原““深港澳国际汽车博深港澳国际汽车博

览会览会”）”）将作为深圳会展将作为深圳会展

行业复苏的首展行业复苏的首展，，于于20202020

年年66月月2020日日--2828日在深圳日在深圳

会展中心会展中心（（福田福田））举办举办。。

滴滴出行与林肯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