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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观点

近日近日，，中国中国 （（上海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进口汽车自由贸易试验区进口汽车

检测认证服务窗口及线上检测认证服务窗口及线上

平台开通平台开通。。未来未来，，该窗口该窗口

及平台将进一步升级及平台将进一步升级，，上上

海自贸区内的平行进口汽海自贸区内的平行进口汽

车试点企业有望在家门口车试点企业有望在家门口

直接办理相关审批手续直接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以往以往，，一辆进口汽车有可一辆进口汽车有可

能在上海入关能在上海入关，，但要到北但要到北

京等地递交材料和认证京等地递交材料和认证。。

今后将可以一站式解决今后将可以一站式解决。。

进击的比亚迪“刀片电池”
中国第二大动力电池供中国第二大动力电池供

应商比亚迪应商比亚迪，，正在向行业霸正在向行业霸

主宁德时代发起反攻主宁德时代发起反攻。。

66月月11日日，，工信部网站显工信部网站显

示示，，长安福特申报的一款插长安福特申报的一款插

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将搭载比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将搭载比

亚迪子公司西安众迪锂电池亚迪子公司西安众迪锂电池

有限公司生产的动力电池有限公司生产的动力电池。。

这是比亚迪首次为一家主流这是比亚迪首次为一家主流

跨国车企在华合资公司供应跨国车企在华合资公司供应

电池电池，，这家原本依靠电池优这家原本依靠电池优

势的企业势的企业，，转而通过对外供转而通过对外供

应自己最核心的动力电池技应自己最核心的动力电池技

术术，，拓展新的利润空间拓展新的利润空间。。

比亚迪动力电池最大的比亚迪动力电池最大的

竞争对手是宁德时代竞争对手是宁德时代，，后者后者

的市值几乎相当于两个的市值几乎相当于两个““比比

亚迪亚迪”。”。

竞争的号角已经吹响竞争的号角已经吹响。。

不久前不久前，，因为针刺测试引发因为针刺测试引发

的的““口水仗口水仗”，”，将两家公司彼将两家公司彼

此之间的明争暗斗摆到了台此之间的明争暗斗摆到了台

面上面上。。引发双方唇枪舌战引发双方唇枪舌战

的的，，则是比亚迪试图撬动动则是比亚迪试图撬动动

力电力电池市场的池市场的““新武器新武器””————

刀片电池刀片电池。。比亚迪以比亚迪以““高安高安

全性全性””作为刀片电池的主打作为刀片电池的主打

卖点卖点，，希望凭此优势希望凭此优势，，打开打开

其他车企的电池供应渠道其他车企的电池供应渠道。。

““很多车企都在和我们探讨关很多车企都在和我们探讨关

于刀片电池的合作于刀片电池的合作，，当然当然，，

其中也包括一些外国的公其中也包括一些外国的公

司司。”。”66 月月 33 日日，，比亚迪汽车比亚迪汽车

销售副总经理李云飞在比亚销售副总经理李云飞在比亚

迪重庆电池工厂表示迪重庆电池工厂表示。。

宁德时代董事长曾毓群宁德时代董事长曾毓群

日前表示日前表示，，宁德时代会向电宁德时代会向电

池技术领域投入大量研发资池技术领域投入大量研发资

金金。。公司准备生产可运行公司准备生产可运行 1616

年年、、可使电动车行驶可使电动车行驶 200200 万万

公里的电池公里的电池。。据悉据悉，，新电池新电池

的成本将高出约的成本将高出约1010%%。“。“如果如果

有人下订单有人下订单，，我们就准备生我们就准备生

产产。”。”目前目前，，电动车动力电池电动车动力电池

的保修期约为的保修期约为2424万公里万公里，，或或

者者88年年。。

新能源汽车的电池安全问题受到关注

网易：新能源汽车行

业近年来的快速发展，也

让作为核心配套的动力电

池行业越来越受到关注。

近日，多起新能源汽车不

明原因起火，以及两大龙

头企业宁德时代和比亚迪

针对针刺试验的口水战升

级，让新能源汽车的电池

安全问题再次被推到了风

口浪尖。

新浪：比亚迪的刀片

电池技术并没有提高新能

源车续航能力的整体上

限，但在现有的框架内，

它通过巧妙的设计，在成

本、安全、续航三大方面找

到了一个平衡点，给了生

产商、消费者一个选择磷

酸铁锂电池产品的理由。

可以预见的是，刀片电池

的出现将刺激新能源汽车

产业更多的灵感，推动新

能源汽车的进一步普及。

改变动力电池市场格局

中国财富网：“刀片

电池的问世，将改变目前

新能源乘用车动力电池市

场以三元锂电池为主的局

面。”

易车网：在 中 国 市

场，动力电池技术路线的

选择，一直与政策紧密相

连。从2012年国家出台的

新能源汽车产业规划中对

电池能量密度设定明确指

标开始，在当时的技术条

件下，几乎已经决定了三

元锂电池对磷酸铁锂电池

的全面压制。

技术路线比拼

中国新闻网：刀片电

池在能量密度上与三元锂

电池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

距。比亚迪和宁德时代第

一轮 PK 背后的核心，其

实是两家公司的技术路线

比拼。

网易：在三元锂电池

已全面霸占市场的情况

下，比亚迪此时推出基于

铁锂技术的刀片电池，主

打安全牌，无论是对自身

还是整个行业，都带来很

强的冲击力。

车讯网：刀片电池还

有哪些需要回应的质疑？

1. 低 温 性 能 ； 2. 维 修 成

本；3.电压测量稳定性。

产能扩张暗藏隐忧

新华网：根据比亚迪

的电池规划，今年电池产

能 将 达 到 65Gwh，而 到

2022年将达到100Gwh。不

过，2019 年比亚迪动力电

池装车量只有 10.75Gwh。

也就是说，目前比亚迪的

电池产能存在明显的利用

不足。

腾讯网：比亚迪一旦

与宁德时代就出货量正面

交锋，争夺同一主机厂的

采购份额，那么对于没有

整车制造环节的宁德时代

而言，将是一个危机。

开展新能源汽车安全隐患排查
66 月月 88 日日，，工业和信工业和信

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

发布关于开展新能源汽车发布关于开展新能源汽车

安全隐患排查工作的通安全隐患排查工作的通

知知。。

通知指出通知指出，，重点对已重点对已

售车辆售车辆、、库存车辆的防水库存车辆的防水

保护保护、、高压线束高压线束、、车辆碰车辆碰

撞撞、、车载动力电池车载动力电池、、车载车载

充电装置充电装置、、电池箱电池箱、、机械机械

部件和易损件开展安全隐部件和易损件开展安全隐

患排查工作患排查工作，，并根据车辆并根据车辆

实际情况实际情况，，采取有效技术采取有效技术

手段手段，，降低车辆起火风降低车辆起火风

险险。。

丰田、北汽、广汽等成立氢燃料电池研发公司
66 月月 55 日日，，一汽一汽、、东东

风汽车风汽车、、广汽广汽、、北汽北汽、、北北

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司、、丰田汽车公司六家拥丰田汽车公司六家拥

有相同理念的公司于北京有相同理念的公司于北京

亦庄签署合营合同亦庄签署合营合同，，成立成立

““联合燃料电池系统研发联合燃料电池系统研发

（（北京北京））有限公司有限公司”。”。该公该公

司的主要业务为在中国开司的主要业务为在中国开

展能为构建清洁环保的移展能为构建清洁环保的移

动出行社会做出贡献的商动出行社会做出贡献的商

用车燃料电池系统研发工用车燃料电池系统研发工

作作，，以丰田和亿华通为以丰田和亿华通为

主主。。预计公司于预计公司于 20202020 年年

内在北京正式成立内在北京正式成立。。

一汽、东风等合资成立新公司
兵装集团兵装集团、、东风汽东风汽

车车、、长安汽车长安汽车、、南京江宁南京江宁

经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和经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和

一汽集团在一汽集团在 66 月月 22 日成立日成立

了一家合资公司了一家合资公司，，名称为名称为

中汽创智科技有限公司中汽创智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达注册资本达160160亿元亿元。。

该公司经营范围包括该公司经营范围包括

机动车改装服务机动车改装服务、、集成电集成电

路制造路制造、、电子元器件制电子元器件制

造造、、新能源汽车生产测试新能源汽车生产测试

设备销售等设备销售等。。

电产将投资65亿元在大连新建工厂
据外媒报道据外媒报道，，全球全球

领先的电动马达生产和领先的电动马达生产和

供应商日本电产供应商日本电产 （（NiNi--

decdec）） 将在中国新建电动将在中国新建电动

汽车驱动电机的研发设汽车驱动电机的研发设

施施 。。 日 本 电 产 投 入 约日 本 电 产 投 入 约

10001000 亿日元亿日元 （（约合人民约合人民

币币6565亿元亿元），），在中国大连在中国大连

市建设工厂市建设工厂，，研发基地研发基地

将设在工厂内将设在工厂内。。该基地该基地

将于将于 20212021 年投入运营年投入运营，，

除了研发纯电动汽车用除了研发纯电动汽车用

驱动马达之外驱动马达之外，，还将研还将研

发用于家电等产品的马发用于家电等产品的马

达达。。

捷豹路虎在华首获50亿元循环信用贷款
捷豹路虎于捷豹路虎于 66 月月 55 日日

从中国银行从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工商银行、、

交通银行交通银行、、建设银行建设银行、、浦浦

发银行五家银行获得总额发银行五家银行获得总额

为为 5050 亿元的三年期循环亿元的三年期循环

信用贷款信用贷款。。据悉据悉，，这是捷这是捷

豹路虎在中国市场开启的豹路虎在中国市场开启的

首次贷款首次贷款。。捷豹路虎全球捷豹路虎全球

副总裁副总裁、、中国区首席财务中国区首席财务

官于钧瑞表示官于钧瑞表示，，现金是产现金是产

业链的血液业链的血液，，此次融资一此次融资一

方面有助于企业的日常运方面有助于企业的日常运

营营，，另一方面也为捷豹路另一方面也为捷豹路

虎未来在中国的研发以及虎未来在中国的研发以及

长远投入储备资金长远投入储备资金。。

国投招商10亿元入股蜂巢能源
根据工商注册信息根据工商注册信息，，

蜂巢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已蜂巢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已

经于近日完成了新一轮工经于近日完成了新一轮工

商变更商变更，，注册资本大幅增注册资本大幅增

加到加到1515..22亿元亿元，，国投招商国投招商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旗

下两只基金战略性入股下两只基金战略性入股，，

正式成为蜂巢能源第二大正式成为蜂巢能源第二大

股东股东。。据悉据悉，，国投招商投国投招商投

资资 1010 亿元亿元，，获得蜂巢能获得蜂巢能

源源 1212..22%%的股份的股份。。蜂巢能蜂巢能

源的前身是长城汽车动力源的前身是长城汽车动力

电池事业部电池事业部。。55 月月 1818 日日，，

蜂巢能源正式推出两款无蜂巢能源正式推出两款无

钴电池新产品钴电池新产品。。

宝马与国电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66 月月 33 日日，，宝马与国宝马与国

网电动汽车公司签署战略网电动汽车公司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合作协议，，合作包含三大合作包含三大

内容内容：：11..宝马车主将便捷宝马车主将便捷

使用国网电力覆盖全国的使用国网电力覆盖全国的

充电网络充电网络，，其为宝马车主其为宝马车主

提 供提 供 2727 万 根 公 共 充 电万 根 公 共 充 电

桩桩；；22..共同制订大功率充共同制订大功率充

电技术标准电技术标准，，发展即插即发展即插即

充技术充技术，，车车--桩桩--网互动网互动

技术技术；；33..在宝马经销商店在宝马经销商店

内建设内建设（（充电充电、、光伏光伏、、储储

能能）“）“三合一三合一””能源站能源站，，

用太阳能为新能源车充用太阳能为新能源车充

电电。。

上海自贸区进口汽车检测认证已揭牌开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