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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观点

聚焦“全国两会”

一周车事

55 月月 2525 日下午日下午，，第十第十

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

行第二次全体会议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会议

结束后举行的结束后举行的““部长通部长通

道道””采访环节采访环节，，工业和信工业和信

息化部部长苗圩表示息化部部长苗圩表示，，今今

年年 44 月的汽车产量已经基月的汽车产量已经基

本达到去年本达到去年 44 月的水平月的水平。。

下一步要从供给下一步要从供给、、需求需求、、

使用侧三个方面发力使用侧三个方面发力。。从从

供给侧方面供给侧方面，，要有序放开要有序放开

新能源汽车代工生产方新能源汽车代工生产方

式式，，对有检测能力的企业对有检测能力的企业

实行自检自证实行自检自证，，减少重复减少重复

检测检测。。对创新型新能源汽对创新型新能源汽

车企业实行品牌授权试车企业实行品牌授权试

点点。。鼓励各地在公共服务鼓励各地在公共服务

领域更多采用新能源汽领域更多采用新能源汽

车车，，比如执法车比如执法车、、物流物流

车车，，城市的环卫车等城市的环卫车等，，有有

条件地推广公交条件地推广公交、、出租车出租车

的使用的使用，，扩大新能源汽车扩大新能源汽车

的需求的需求。。在使用侧在使用侧，，要继要继

续加大充电基础设施的建续加大充电基础设施的建

设设，，鼓励充电设施互联互鼓励充电设施互联互

通通，，鼓励地方政府对新能鼓励地方政府对新能

源汽车的使用提供诸如停源汽车的使用提供诸如停

车车、、限时限时、、限路段的鼓励限路段的鼓励

支持措施支持措施。。

中国市场形势明朗最具前景
近日近日，，梅赛德斯梅赛德斯--奔驰推奔驰推

出了出了““线上直播间线上直播间”。”。在首期在首期

直播中直播中，，戴姆勒股份公司和戴姆勒股份公司和

梅赛德斯梅赛德斯--奔驰股份公司董事奔驰股份公司董事

会主席康林松分享了公司的会主席康林松分享了公司的

运营现状及未来战略规划运营现状及未来战略规划。。

对于戴姆勒股份公司目对于戴姆勒股份公司目

前的运营状况前的运营状况，，康林松介绍康林松介绍

道道：“：“我们正在逐步回归正我们正在逐步回归正

轨轨，，在全球各地在全球各地，，我们的大我们的大

部分经销商已经恢复营业部分经销商已经恢复营业，，

客流也在回升中客流也在回升中，，尤其是中尤其是中

国国，，中国是目前形势最明朗中国是目前形势最明朗

且最具前景的市场之一且最具前景的市场之一，，今今

年年 44 月月，，经销商客流就已经经销商客流就已经

基本恢复到正常水平基本恢复到正常水平，，因此因此

我们对未来抱着审慎乐观的我们对未来抱着审慎乐观的

态度态度。。在生产方面在生产方面，，目前全目前全

球工厂已经逐步复产球工厂已经逐步复产，，产能产能

也在逐渐回升也在逐渐回升。”。”

面对面对 20202020 年的新冠肺炎年的新冠肺炎

疫情疫情，，全球各个行业都在承全球各个行业都在承

受压力受压力、、面临挑战面临挑战，，戴姆勒戴姆勒

也不例外也不例外，，但凭借在中国市但凭借在中国市

场的良好表现场的良好表现，，这家公司已这家公司已

经走出最艰难的困境经走出最艰难的困境。。

接下来的新品推出仍是接下来的新品推出仍是

重头戏重头戏，，康林松称康林松称：“：“尽管面尽管面

临新冠肺炎疫情的挑战临新冠肺炎疫情的挑战，，今年今年

对于我们而言仍然很重要对于我们而言仍然很重要。。我我

们依然们依然紧盯核心目标紧盯核心目标，，依照依照

战略方向稳步前行战略方向稳步前行。。今年将今年将

会是特别的一年会是特别的一年，，因为我因为我们们

将迎来梅赛德斯－奔驰旗舰将迎来梅赛德斯－奔驰旗舰

车 型车 型 ——— 全 新 一 代— 全 新 一 代 奔 驰奔 驰 SS

级级。”。”奔驰接下来还有一系列奔驰接下来还有一系列

纯电动车产品陆续推出纯电动车产品陆续推出，“，“今今

年夏季将发布年夏季将发布EQVEQV。。我们还我们还

将发布将发布EQAEQA纯电动纯电动SUVSUV。”。”

疫情带来的三点启示

搜狐：谈及疫情造成

的影响，康林松认为目前

下定论还为时过早，但也

由此得出了三点启示。首

先是团结一致，采取行之

有效的防护措施，在保护

员工、客户的同时，保持

业务的运营。其次是作为

汽车发明者，在疫情之

下，梅赛德斯-奔驰再次

深刻意识到汽车为驾乘者

提供的私密安全空间的重

要 性 。“ 个 人 出 行 很 可

贵，值得重视保护，更需

要我们通过新科技不断革

新个人出行的未来。”最

后是恪守战略。目前，汽

车产业正在转型，有两大

潮流在推动这一进程，一

是脱碳，即碳中和出行；

二是数字化，“汽车正在

成为‘轮子上的智能手

机’。它的作用不仅是将

人们从 A 点带到 B 点，更

打开了用户体验生态系统

的大门。与此同时，数字

化也在改变我们的工作方

式。”

东方资讯：梅 赛 德

斯-奔驰对于其“2039 愿

景”绝非是纸上谈兵，而

是对整个汽车产业链进行

全盘考量后，全力以赴地

“撸起袖子干”。不断发展

壮大的 EQ 军团，也显示

了其正坚定不移地开启通

向碳中和出行之路。

易车网：作为全球最

大的汽车市场，中国贡献

了全球近三分之一的汽车

销量，所以中国市场的稳

定，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全

球汽车产业应对当前经济

下滑和新冠肺炎疫情的信

心所在。

豪华车是疫情缓和后最先复苏的板块

新浪：从中国市场表

现来看，豪华车是疫情缓

和后最先复苏的板块。

网易：在豪华车市场

整体向好、BBA销量持续

提升的背景下，各品牌之

间的竞争也更加激烈。以

凯迪拉克、沃尔沃、捷豹

路虎等为代表的第二阵营

豪华品牌也在加速探索，

不断逼近豪华车一线阵

营。

品牌竞争愈发分化

汽车头条：自主品牌

乘用车销量仍处于下滑之

势 ， 4 月 共 售 出 53.2 万

辆，同比下降 9.4％，占

乘用车总销量的 34.6％，

为2014年7月以来月度新

低。车市目前已经从增量

竞争变成了存量竞争，这

也导致了部分车企走上了

下坡路，甚至面临被市场

淘汰的风险。另外，新能

源汽车市场不景气，以及

外来品牌和合资品牌逐渐

进驻，也让很多境况不佳

的车企雪上加霜。

北京青年报：在严酷

的市场环境和乘用车市场

总体仍呈下滑趋势的情况

下，品牌竞争愈发分化，

强者恒强，较弱的自主品

牌则承受更大的冲击。

网易：车企零售分化

越加明显，部分中小车企

生存艰难。

新华社：对于未来汽

车市场趋势，中国汽车工

业协会副秘书长陈士华表

示，只从一个月的销量来

判断，还不能说销售已经

恢复正常，如果连续一个

季度产销保持增长态势，

则可以判断车市真正回

暖。

将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建设充电桩，
推广新能源汽车

55 月月 2222 日日，，在十三届在十三届

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式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式

上上，，政府工作报告中提政府工作报告中提

出出，，将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将加强新型基础设施

建设建设，，发展新一代信息网发展新一代信息网

络络，，拓展拓展 55GG 应用应用，，建设建设

充电桩充电桩，，推广新能源汽推广新能源汽

车车，，激发新消费需求激发新消费需求、、助助

力产业升级力产业升级。。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

长 李书福

●将车辆购置税由中央税

改为中央地方共享税；

●将汽车消费税征收环节

后移至销售环节，并实现

中央与地方“五五共享”；

●适度放开“禁限摩”，

科学规划城市摩托车行

驶。

长安汽车总裁 朱华荣

●当前世界经济环境下，

快速提升中国品牌汽车品

牌力，拉动中国经济；

●进一步促进中国新能源

汽车可持续、高质量发

展；

●加强科普力度，提升全

民科学素养。

长城汽车总裁 王凤英

●以降低能耗、资源节约

为导向，鼓励小型电动车

发展；

●制订中国汽车“走出

去”国家战略，护航中国

迈向世界汽车强国之路；

●加强国家顶层设计规划

和政策引导，解决氢能产

业链瓶颈问题；

●搭建汽车消费信息大数

据平台，惠企惠民；

●建立机动车智能检测体

系，促进汽车社会发展。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 尹同跃

●取消NEV正积分结转限

制，推动新能源汽车加速

发展；

●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

再制造、再利用，促进绿

色循环经济发展；

●制定商用车积分管理办

法，促进汽车产业协调发

展；

●加强中国汽车新标准建

设，推动汽车产业全球化

发展。

广汽集团董事长 曾庆洪

●抗疫减负，支持企业发

展；

●减轻税负，促进汽车消

费；

●加快粤港澳大湾区新能

源汽车产业集群建设；

●有效衔接脱贫攻坚，深

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完善《网络安全法》相

关配套法律、法规。

北汽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 徐和谊

●以汽车为新型基础设

施，推动智慧城市建设

●以产融结合新模式推进

新能源汽车产业行稳致远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兼首席运营

官 曾毓群

●加快电化学储能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引领全球能

源变革；

●全力推进工程机械和重

卡等公共服务领域车辆电

动化，打赢蓝天保卫战，

形成全球产业高地。

苗圩：鼓励地方政府对新能源汽车使用给予支持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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