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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月月2929日日，，滴滴出行滴滴出行

宣布旗下自动驾驶公司完宣布旗下自动驾驶公司完

成首轮超过成首轮超过 55 亿美元融亿美元融

资资。。此次融资是滴滴自动此次融资是滴滴自动

驾驶公司成立后首次对外驾驶公司成立后首次对外

融资融资，，该轮投资由软银愿该轮投资由软银愿

景基金景基金22期领投期领投。。滴滴于滴滴于

20162016 年开始投入自动驾年开始投入自动驾

驶研发测试驶研发测试。。目前目前，，滴滴滴滴

已在北京已在北京、、上海上海、、苏州苏州、、

美国加州获得路测资格美国加州获得路测资格。。

滴滴自动驾驶公司正与滴滴滴自动驾驶公司正与滴

滴旗下的小桔车服及滴滴滴旗下的小桔车服及滴滴

金融共同探索未来出行整金融共同探索未来出行整

体解决方案体解决方案。。

大众战略控股江淮和国轩高科
日前日前，，大众汽车在中国大众汽车在中国

的两项重大投资成为舆论关的两项重大投资成为舆论关

注焦点注焦点。。

55 月月 2929 日日 ，， 大 众 汽 车大 众 汽 车

（（中国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和安徽投资有限公司和安徽

省国资委以及安徽江淮汽车省国资委以及安徽江淮汽车

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共同签署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共同签署

协议协议，，协议内容显示协议内容显示，，大众大众

汽车将投资汽车将投资1010亿欧元亿欧元，，获得获得

江汽控股江汽控股 5050%%的股份的股份，，同时同时

增持电动汽车合资企业江淮增持电动汽车合资企业江淮

大众的股份至大众的股份至 7575%%，，获得合获得合

资公司管理权资公司管理权。。此前一天此前一天，，

大众汽车还与动力电池企业大众汽车还与动力电池企业

国轩高科签约国轩高科签约，，拟投资约拟投资约 1111

亿欧元获得国轩高科亿欧元获得国轩高科 2626..4747%%

的股份并成为其大股东的股份并成为其大股东。。

对于两大战略性投资的对于两大战略性投资的

目的和意义目的和意义，，大众汽车集团大众汽车集团

CEOCEO 迪斯表示迪斯表示：“：“大众与江大众与江

淮和国轩达成的两项战略性淮和国轩达成的两项战略性

合作具有深远的影响合作具有深远的影响，，会加会加

强和拓宽大众在中国的电动强和拓宽大众在中国的电动

出行业务发展出行业务发展。”。”迪斯特别强迪斯特别强

调调，，实施增资控股后的江淮实施增资控股后的江淮

大众将成为大众汽车在华推大众将成为大众汽车在华推

动电动化战略动电动化战略，，以及与江汽以及与江汽

控股合作的最主要平台控股合作的最主要平台。。双双

方将聚焦新能源乘用车领域方将聚焦新能源乘用车领域

的合作的合作，，并与大众在华另外并与大众在华另外

两家整车合资车企两家整车合资车企———一汽—一汽--

大众和上汽大众形成互补和大众和上汽大众形成互补和

协同协同。。通过此次大约通过此次大约2121亿欧亿欧

元的投资元的投资，，大众汽车完成了大众汽车完成了

在华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条的在华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条的

闭环布局闭环布局，，进一步表明了在进一步表明了在

中国发展电气化的决心中国发展电气化的决心。。此此

次战略投资次战略投资，，也是跨国企业也是跨国企业

首次参与中国汽车行业企业首次参与中国汽车行业企业

深度改革进程深度改革进程。。签约各方计签约各方计

划在获得相关部门批准后划在获得相关部门批准后，，

于今年年底完成相关交易于今年年底完成相关交易。。

政治意义更为凸显

经济观察网：在安徽

省打造新能源汽车产业高

地以及国企混改的大背景

下，大众入股江汽控股的

政治意义更为凸显。

“在沃尔夫斯堡，没

有人敢想象在新冠肺炎疫

情之下，如果没有中国市

场的强有力支撑，会对集

团业务产生什么样的影

响？”迪斯称，此次投资

也是对中国政府加大鼓励

外商投资力度政策的响

应。“在全球地域抗争愈

演愈烈的情况下，中国继

续保持高开放的姿态，释

放出很好也很强劲的合作

信号。”

大众在新能源汽车时代的布局，并不仅仅是南北大众

经济观察报：随着新

能源汽车时代的到来，大

众需要建立另一套联盟体

系。

腾讯汽车：此次大众

入股国轩也是考虑大规模

和低成本的竞争。多年

来，大众和丰田在市场体

量上不相上下。但是在盈

利层面，大众一直被丰田

甩在身后。

东方财富研究中心：

收购江淮以后，大众就能

利用江淮手上的新能源积

分来抵消自己的罚款，同

时也能进一步改善大众在

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影响

力不足的现状。

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是南北两个大众的增资扩股问题

金融界：“大众需要

向股东有个交代。”宝马

将其在华晨宝马的持股增

至 75%。大众也有这方面

的需要，但目前来看，一

汽集团、上汽集团两个合

资伙伴暂时没有响应大众

的增资诉求，大众才将目

光放在江淮大众身上。

车智：对 于 大 众 来

说，要想和一汽或者上汽

谈判，将大众的股比提高

到类似宝马在华晨宝马的

股比，基本上不可能，至

少在目前的合同期结束前

是不可能实现的。

腾讯汽车：目 前 看

来，大众在新的合资公司

中有更高的决策权，短期

内可能会更加偏爱江淮大

众，投入更多的资源。

大众填补80万辆年产能缺口的最佳候选

第一电动车网：8 年

内在中国实现1160万辆累

计产量，5 年内上市30 余

款新能源车，这样宏大的

目标背后，大众在中国亟

需要做的，首先就是扩大

产能。但目前70万辆的年

产能，还不足以支撑大众

在中国的野心。大众汽车

的电动车年产能要达到约

150 万辆。江淮汽车是一

个很合适的选择。江淮乘

用车的年产能至少可以达

到71.5万辆。

凤凰网：在轻型货车

乃至卡车市场中，江淮还

是占有一席之地的。如果

大众日后真的有意发力中

国商用车市场，江淮也的

确有资源、有技术来帮助

大众支撑起他们的野心。

66 月月 22 日日，，上海市生上海市生

态环境局态环境局、、公安局公安局、、市场市场

监督管理局三个部门联合监督管理局三个部门联合

发布了发布了““关于城市车辆关于城市车辆、、

重型燃气车辆实施第六阶重型燃气车辆实施第六阶

段排放标准的通告段排放标准的通告”。”。自自

20202020年年77月月11日起日起，，在上在上

海销售和注册登记海销售和注册登记（（含外含外

省市转入省市转入））的城市车辆均的城市车辆均

应符合国六应符合国六aa阶段排放标阶段排放标

准要求准要求。。自自20212021年年11月月11

日起日起，，在上海市销售和注在上海市销售和注

册登记册登记 （（含外省市转入含外省市转入））

的重型燃气车辆应符合国的重型燃气车辆应符合国

六六bb阶段排放标准要求阶段排放标准要求。。

上海市“国六”两步走

宝能汽车深圳工厂将实现85万辆年产能
55月月3030日日，，深圳市宝深圳市宝

能汽车有限公司成立揭牌能汽车有限公司成立揭牌

仪式举行仪式举行，，原来位于深圳原来位于深圳

的长安标致雪铁龙彻底完的长安标致雪铁龙彻底完

成改头换面成改头换面，，成为宝能汽成为宝能汽

车的新基地车的新基地。。据悉据悉，，宝能宝能

将在此建设宝能汽车全球将在此建设宝能汽车全球

总部总部、、深圳高端生产基地深圳高端生产基地

及研究总院项目及研究总院项目，，实现整实现整

车车 8585 万辆万辆、、发动机发动机 5050 万万

台的年生产能力台的年生产能力。。同时同时，，

其将导入宝能增程式汽车其将导入宝能增程式汽车

和观致和观致 SUVSUV 等全新高端等全新高端

产品生产产品生产，，力争今年第四力争今年第四

季度实现首车下线季度实现首车下线。。

长安福特新车确认用比亚迪电池
比亚迪近期与美国福比亚迪近期与美国福

特汽车公司达成协议特汽车公司达成协议，，将将

向福特公司提供电动汽车向福特公司提供电动汽车

动力电池动力电池。。

福特公司将用这些电福特公司将用这些电

动汽车零部件在中国开展动汽车零部件在中国开展

车辆的生产工作车辆的生产工作。。

长安福特公司正在制长安福特公司正在制

造一款插电混动汽车造一款插电混动汽车，，该该

款汽车将搭载比亚迪提供款汽车将搭载比亚迪提供

的动力电池的动力电池。。

此次与福特公司的合此次与福特公司的合

作是比亚迪第一笔已知的作是比亚迪第一笔已知的

与全球主要汽车制造商达与全球主要汽车制造商达

成的动力电池供应交易成的动力电池供应交易。。

匹配红旗H9 一汽首台DCT400量产下线
近日近日，，一汽动力总成一汽动力总成

工厂举办了首台工厂举办了首台DCTDCT400400

变速箱变速箱 （（湿式双离合湿式双离合77挡挡

变速箱变速箱）） 量产下线仪式量产下线仪式，，

红旗红旗 HH99 将率先搭载将率先搭载。。据据

悉悉，，动力总成工厂主要生动力总成工厂主要生

产产GAGA、、GBGB、、GCGC、、GVGV系系

列 发 动 机 和列 发 动 机 和 DCTDCT220220、、

DCTDCT270270、、 DCTDCT400400 变 速变 速

箱箱。。

该工厂目前具有年产该工厂目前具有年产

5050 万台发动机和万台发动机和 1616 万台万台

变速箱的生产能力变速箱的生产能力，，预计预计

20222022 年年，，总产能将突破总产能将突破

100100万台万台。。

福耀集团与京东方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66 月月 11 日日，，福耀集团福耀集团

与京东方集团举行战略签与京东方集团举行战略签

约仪式约仪式，，双方将结合各自双方将结合各自

产业资源和技术优势产业资源和技术优势，，在在

汽车智能调光玻璃和车窗汽车智能调光玻璃和车窗

显示等领域进行战略合显示等领域进行战略合

作作。。此次双方合作此次双方合作，，将进将进

一步推进智慧视窗产品在一步推进智慧视窗产品在

乘用车等更多领域应用乘用车等更多领域应用。。

随着物联网随着物联网、、人工智能人工智能、、

大数据技术发展大数据技术发展，，双方还双方还

将共同拓展人车交互应将共同拓展人车交互应

用用，，在交通领域为全球用在交通领域为全球用

户带来高附加值的创新产户带来高附加值的创新产

品和解决方案品和解决方案。。

吉利或接盘华菱星马15.24%股份补商用车短板
吉利或将收购华菱星吉利或将收购华菱星

马汽车马汽车（（集团集团））股份有限股份有限

公司的股份公司的股份。。华菱星马是华菱星马是

一家总部位于安徽马鞍山一家总部位于安徽马鞍山

的重卡以及专用车制造企的重卡以及专用车制造企

业业。。55月月2323日日，，华菱星马华菱星马

发布消息发布消息，，控股股东拟通控股股东拟通

过公开征集受让方的方式过公开征集受让方的方式

转让所持公司全部股份转让所持公司全部股份。。

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原因在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原因在

于于，，华菱星马财务亏损华菱星马财务亏损，，

业务规模难以继续做大业务规模难以继续做大。。

大众完成对Argo AI 26亿美元投资
66 月月 22 日日，，自动驾驶自动驾驶

初创公司初创公司 Argo AIArgo AI 宣布宣布，，

大众对其投资大众对其投资 2626 亿美元亿美元

的交易已经完成的交易已经完成。。

20192019年年11月月，，福特与福特与

大众宣布双方将组建一个大众宣布双方将组建一个

业务范围广泛的战略联业务范围广泛的战略联

盟盟，，旨在探索在自动驾旨在探索在自动驾

驶驶、、智能移动出行服务和智能移动出行服务和

电动车型领域的潜在合电动车型领域的潜在合

作作。。Argo AIArgo AI已在已在20172017年年

获得了福特投资获得了福特投资。。

滴滴旗下自动驾驶公司完成超5亿美元融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