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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拓展计划中国艺术拓展计划””

是由大众汽车集团是由大众汽车集团 （（中国中国））

于于 20172017 年携手著名指挥家年携手著名指挥家

余隆余隆、、上海交响乐团联合主上海交响乐团联合主

办的创新文化项目办的创新文化项目。。

20202020年年，“，“中国艺术拓中国艺术拓

展计划展计划””将通过线上音乐创将通过线上音乐创

作启蒙课程作启蒙课程，，开启大众汽车开启大众汽车

集团集团（（中国中国））文化项目新篇文化项目新篇

章章。。

今年今年，，音乐创作启蒙课音乐创作启蒙课

程将一改往年线下集训的形程将一改往年线下集训的形

式式，，全新升级为全新升级为““寻找莫扎寻找莫扎

特特””线上进阶版线上进阶版。。项目于项目于77

月月 1818 日正式启动日正式启动。。进阶版进阶版

课程填补了线上音乐创作启课程填补了线上音乐创作启

蒙课程领域的空白蒙课程领域的空白，，进一步进一步

丰富了线上音乐教育系统丰富了线上音乐教育系统。。

此外此外，，音乐创作启蒙课程内音乐创作启蒙课程内

容以全新视角切入容以全新视角切入，，通过旋通过旋

律律、、节奏节奏、、和声等互动游和声等互动游

戏戏，，以及即兴表演训练等趣以及即兴表演训练等趣

味形式味形式，，令更多热爱音乐创令更多热爱音乐创

作作、、渴望提高创作思维渴望提高创作思维，，以以

及音乐零基础的人们都能够及音乐零基础的人们都能够

迸发音乐灵感迸发音乐灵感，，在疫情特殊在疫情特殊

时期也能感受到音乐艺术的时期也能感受到音乐艺术的

魅力魅力。。 （孟克）

理想汽车递交赴美上市招股书
77 月月 1111 日日，，理想汽车正理想汽车正

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

交招股说明书交招股说明书，，拟在纳斯达拟在纳斯达

克 上 市克 上 市 ，， 最 多 募 资最 多 募 资 11 亿 美亿 美

元元。。这意味着这意味着，，理想汽车或理想汽车或

将成为继蔚来汽车后将成为继蔚来汽车后，，第二第二

家在美国上市的国内家在美国上市的国内““造车造车

新势力新势力”。”。

招股书显示招股书显示，，李想是理李想是理

想汽车最大的自然人股东想汽车最大的自然人股东，，

持有大约持有大约 33..5656 亿股亿股，，约占总约占总

股本的股本的2525..11%%，，拥有拥有7070..33%%的的

投票权投票权。。王兴及其关联方美王兴及其关联方美

团为理想汽车第二大股东团为理想汽车第二大股东，，

持有持有 33..3232 亿股亿股，，约占总股本约占总股本

的的 2323..55%%，，并拥有并拥有 99..33%%的投的投

票权票权。。成立于成立于20152015年的理想年的理想

汽车汽车，，前后共完成了前后共完成了 99 次融次融

资资。。从招股书来看从招股书来看，，截至截至

20202020年年66月月3030日日，，理想汽车理想汽车

已交付超过已交付超过 11..0404 万辆理想万辆理想

ONEONE。。根据乘联会的数据显根据乘联会的数据显

示示，，20202020年上半年国内新能年上半年国内新能

源汽车销售榜单中源汽车销售榜单中，，理想理想

ONEONE销量排名第销量排名第99位位。。

从特斯拉和蔚来这两位从特斯拉和蔚来这两位

““前辈前辈””的历史来看的历史来看，“，“造车造车

新势力新势力””企业企业，，特别是在刚特别是在刚

刚起步量产第一辆车后刚起步量产第一辆车后，，都都

要经历资金要经历资金““弹尽粮绝弹尽粮绝””的的

生死一线的考验生死一线的考验。。

20082008 年年 22 月月，，特斯拉旗特斯拉旗

下第一辆车下第一辆车 RoadsterRoadster 交付交付。。

由于成本失控由于成本失控，，又碰上又碰上20082008

年的金融风暴年的金融风暴，，特斯拉特斯拉““弹弹

尽粮绝尽粮绝”，”，几乎破产几乎破产。。幸好当幸好当

时美国国会出台对新能源车时美国国会出台对新能源车

的补贴和低息贷款政策的补贴和低息贷款政策，，特特

斯拉因此成功获得美国能源斯拉因此成功获得美国能源

部部 44..6565 亿美元低息政策性贷亿美元低息政策性贷

款款，，才能活着熬到才能活着熬到 20102010 年年 66

月在纳斯达克上市月在纳斯达克上市，，侥幸躲侥幸躲

过一劫过一劫。。20182018 年年 66 月月，，蔚来蔚来

旗下首辆车旗下首辆车ESES88量产交付量产交付，，99

月立刻在纽交所上市月立刻在纽交所上市。。尽管尽管

上市扩展了融资渠道上市扩展了融资渠道，，但由但由

于投入巨大于投入巨大，，蔚来累计亏损蔚来累计亏损

285285 亿元亿元。。之后之后，，蔚来幸运蔚来幸运

地获得亚洲投资基金的地获得亚洲投资基金的 44..3535

亿元可转债融资亿元可转债融资，，加上合肥加上合肥

政府政府7070亿元的战略投资和国亿元的战略投资和国

有大银行有大银行 100100 亿元授信亿元授信，，才才

转危为安转危为安。。

特 斯 拉 目 前 的 市 值 为特 斯 拉 目 前 的 市 值 为

28632863亿美元亿美元，，超过第二名丰超过第二名丰

田和第三名大众汽车市值之田和第三名大众汽车市值之

和和。。特斯拉以一己之力特斯拉以一己之力，，推推

动了美国资本市场对新能源动了美国资本市场对新能源

汽车的追捧热潮汽车的追捧热潮。。水涨船水涨船

高高，，其他新能源车也大受资其他新能源车也大受资

本市场欢迎本市场欢迎。。其中其中，，蔚来表蔚来表

现优异现优异，，不仅股价创上市以不仅股价创上市以

来新高来新高，，而且在而且在77月的短短月的短短22

周内周内，，股价翻倍股价翻倍。。号称氢能号称氢能

源车里的特斯拉源车里的特斯拉———尼古拉—尼古拉

虽然一辆车都还没有生产出虽然一辆车都还没有生产出

来来，，但蹭着特斯拉的高光但蹭着特斯拉的高光，，

其股价大幅飙升其股价大幅飙升，，市值已经市值已经

高 达高 达 130130 亿 美 元亿 美 元 。。 早 在 年早 在 年

初初，，理想就准备上市理想就准备上市，，但由但由

于疫情原因于疫情原因，，上市被耽搁上市被耽搁，，

没想到却等来上市的黄金时没想到却等来上市的黄金时

期期。。理想的量产车累计交付理想的量产车累计交付

突破突破 11 万辆万辆，，这证明理想自这证明理想自

身的造车硬实力已经达标身的造车硬实力已经达标。。

从自身实力从自身实力、、财务状况和管财务状况和管

理团队方面来看理团队方面来看，，理想已经理想已经

做好赴美上市的准备做好赴美上市的准备。。

在电动汽车的某个方面在电动汽车的某个方面

要出位要出位，，一定需要有自己的一定需要有自己的

看家本领看家本领。。营销方面营销方面，，过去过去

44 年内年内，，蔚来每年花费蔚来每年花费 1010 多多

亿元到亿元到5050多亿元多亿元，，一年上一一年上一

个台阶个台阶。。而过去而过去 22 年内年内，，理理

想这方面的花费分别为想这方面的花费分别为 33 亿亿

多元多元、、66 亿多元亿多元。。蔚来讲究蔚来讲究

用户体验用户体验，，理想对现金流看理想对现金流看

得比较重得比较重。。不管对于蔚来还不管对于蔚来还

是理想是理想，，未来要未来要““烧钱烧钱””的地的地

方还有很多方还有很多。。同时同时，，外外部还部还

有特有特斯拉的围追堵截斯拉的围追堵截，，国内国内

也有小鹏等造车新势力的竞也有小鹏等造车新势力的竞

争争。。加之传统车企加之传统车企，，无论是无论是

国外还是国内的巨头们国外还是国内的巨头们，，一一

个个也在摩拳擦掌个个也在摩拳擦掌。。

李想说过李想说过：“：“一旦对手获一旦对手获

得竞争优势得竞争优势，，它会拿走最好它会拿走最好

的资源的资源，，如供应商的资源如供应商的资源、、

用户的资源用户的资源、、媒体的资源媒体的资源、、

渠道的资源渠道的资源。”。”还有重要的政还有重要的政

府资源府资源。。谁快速扩张谁快速扩张，，占领占领

中国新能源车第一位置中国新能源车第一位置，，谁谁

就能获得国家政策扶持和资就能获得国家政策扶持和资

金金。。蔚来已经从中受益匪蔚来已经从中受益匪

浅浅。。而对理想来说而对理想来说，，其何尝不其何尝不

想尽快推出第二款车型想尽快推出第二款车型？？李想李想

表示表示，，在保证较高毛利在保证较高毛利、、保保

证现金流为正的前提下证现金流为正的前提下，，可可

以放弃盈利以放弃盈利，，但必须扩张但必须扩张。。

但是扩张需要大量资本支但是扩张需要大量资本支

持持，，这就要求理想取得宝贵这就要求理想取得宝贵

的上市门票的上市门票。。而小鹏汽车据而小鹏汽车据

传也开始准备赴美上市传也开始准备赴美上市。。前前

有蔚来有蔚来，，后有小鹏后有小鹏，，理想不理想不

得不尽快上市得不尽快上市。。 （王文）

77 月月 1010 日日，，由全国工商由全国工商

业联合会汽车经销商商会业联合会汽车经销商商会、、

上海国际汽车城上海国际汽车城 （（集团集团）） 有有

限公司限公司、、友程房车友程房车 （（上海上海））

有限公司有限公司//路程网路程网xx房车行联房车行联

合主办的第十一届上海国际合主办的第十一届上海国际

房车露营博览会暨上海国际房车露营博览会暨上海国际

自驾游与户外休闲用品展览自驾游与户外休闲用品展览

会在上海汽车会展中心举行会在上海汽车会展中心举行。。

本本届展会为期届展会为期 33 天天。。开开

幕式当天幕式当天，，现场展示了上汽现场展示了上汽

大通大通 RVRV9090 CC 型房车型房车、、伟昊伟昊

商 务 车商 务 车 、、 隆 翠隆 翠 LC-LC- 0101TT 房房

车车、、隆翠隆翠 LC-LC-0101SS 房车房车、、戴戴

德德 EE 途途 Pro MaxPro Max 房车房车、、旌航旌航

福特福特 VV362362 TT 型房车型房车、、旌航旌航

大通大通““国六国六””单拓展单拓展CC型房车型房车、、

霍夫勒越野风房车霍夫勒越野风房车、、顺之旅北顺之旅北

汽勇士房车等数十款新车汽勇士房车等数十款新车。。

作为作为20202020年上海首场大年上海首场大

型房车盛会型房车盛会，，88 万平方米的万平方米的

总展示面积与总展示面积与 20192019 年第九年第九、、

第十届展会相比第十届展会相比，，分别增长分别增长

为为5050%%和和2020%%；；现场现场600600多辆多辆

新房车新房车、、200200 多家参展厂家多家参展厂家

数量与历年相比也有大幅度数量与历年相比也有大幅度

的增长的增长，，可以说可以说，，本届展会本届展会

是真正意义上的房车露营全是真正意义上的房车露营全

产业链综合展产业链综合展，，也是目前国也是目前国

内最大的室内房车展内最大的室内房车展，，它将它将

发挥行业风向标的作用发挥行业风向标的作用。。

（姜培华）

第十一届上海国际房车展举行

日前日前，，腾讯智慧出行以腾讯智慧出行以

““创造出行新价值创造出行新价值””为主为主

题题，，在线上发布了生态车联在线上发布了生态车联

网产品网产品 TAITAI33..00、、全新一代全新一代

自 动 驾 驶 虚 拟 仿 真 平 台自 动 驾 驶 虚 拟 仿 真 平 台

TADSimTADSim22..00，，以及汽车云数以及汽车云数

字营销解决方案字营销解决方案、、智慧交通智慧交通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目前目前，，腾讯智慧腾讯智慧

出行和一汽出行和一汽、、HondaHonda 等等 2929

家车企开展战略合作家车企开展战略合作，，落地落地

超过超过110110款量产车型款量产车型。。

据了解据了解，，目前目前，，腾讯腾讯

TAITAI生态车联网解决方案陆生态车联网解决方案陆

续在长安汽车续在长安汽车、、理想理想 ONEONE

等品牌产品上搭载等品牌产品上搭载，，将腾讯将腾讯

社交社交、、内容和服务生态优势内容和服务生态优势

带到车内带到车内，，实现用户体验升实现用户体验升

级级。。此外此外，，在城市智慧交通在城市智慧交通

领域领域，，腾讯智慧出行为腾讯智慧出行为110110

个城市个城市、、11..33 亿用户提供乘亿用户提供乘

车码车码、、乘车登记码乘车登记码、、实时公实时公

交查询等服务交查询等服务。。腾讯副总裁腾讯副总裁

钟翔平表示钟翔平表示，，腾讯希望从智腾讯希望从智

能网联能网联、、自动驾驶自动驾驶、、数字化数字化

营销以及智慧交通等维度营销以及智慧交通等维度，，

助力合作伙伴给用户提供安助力合作伙伴给用户提供安

心心、、高效和让人愉悦的出行高效和让人愉悦的出行

服务服务。。 （琼文）

腾讯发力移动出行

比亚迪汉正式上市

77月月1212日日，，比亚迪宣布比亚迪宣布

““汉汉””正式上市正式上市，，上市车型上市车型

包含三款汉包含三款汉EVEV纯电车型和纯电车型和

一款汉一款汉DMDM混动车型混动车型。。全国全国

综合补贴后综合补贴后，，汉汉 EVEV 售价售价

2222..9898 万元起万元起、、汉汉 DMDM 售价售价

2121..9898万元万元。。其中其中，，汉汉EVEV超超

长续航版豪华型和尊贵型长续航版豪华型和尊贵型

NEDCNEDC 综合工况纯电续驶综合工况纯电续驶

里程为里程为 605605 公里公里；；汉汉 EVEV 四四

驱 高 性 能 版 旗 舰 型驱 高 性 能 版 旗 舰 型 00--

100100km/hkm/h 加速仅需加速仅需 33..99 秒秒，，

是中国加速最快的量产新能是中国加速最快的量产新能

源轿车之一源轿车之一；；汉汉DMDM四驱性四驱性

能版豪华型能版豪华型 00--100100km/hkm/h 加加

速仅需速仅需 44..77 秒秒，，是中国加速是中国加速

最快的插电混动轿车之一最快的插电混动轿车之一。。

作为全球首款搭载刀片作为全球首款搭载刀片

电池的轿车电池的轿车，，汉汉EVEV重新定重新定

义了新能源汽车的安全标义了新能源汽车的安全标

准准。。汉汉DMDM搭载的动力电池搭载的动力电池

采用采用““七维四层七维四层””高温稳定高温稳定

安全矩阵安全矩阵，，具备最安全的电具备最安全的电

池安全保护系统池安全保护系统。。外观方外观方

面面 ，， 汉 整 体 基 于汉 整 体 基 于 DragonDragon

FaceFace设计语言打造设计语言打造。。（文佳）

2021款卡罗拉发布

77月月1313日日，，一汽丰田正一汽丰田正

式发布了式发布了 20212021 款卡罗拉款卡罗拉。。

作为紧凑级车型标杆作为紧凑级车型标杆，，20212021

款卡罗拉应用全新智能科款卡罗拉应用全新智能科

技技，，在人工智能的全面加持在人工智能的全面加持

下下，，希望为用户创造更为智希望为用户创造更为智

趣趣、、畅享的出行体验畅享的出行体验。。同同

时时，，20212021 款卡罗拉燃油版款卡罗拉燃油版

及双擎版车型的各级别及双擎版车型的各级别、、价价

格均与格均与20192019款相同款相同。。

新增的语音控制功能让新增的语音控制功能让

卡罗拉华丽变身为一辆会听卡罗拉华丽变身为一辆会听

话的家用车话的家用车，，用户开车时只用户开车时只

要发出语音指令要发出语音指令，，就能控制就能控制

车内的车窗车内的车窗、、天窗天窗、、导航导航、、

娱乐以及自动空调等功能娱乐以及自动空调等功能，，

顶配车型搭载的导航系统不顶配车型搭载的导航系统不

仅能够为用户规划路线仅能够为用户规划路线，，根根

据当日交通信息据当日交通信息、、限行状况限行状况

进行提示进行提示，，还可提供常用路还可提供常用路

线推送线推送，，甚至智能提示用户甚至智能提示用户

的兴趣点的兴趣点，，比如购物比如购物、、娱娱

乐乐、、餐饮等餐饮等。。在在 TNGATNGA 架架

构构 、、 丰 田 智 行 安 全 系 统丰 田 智 行 安 全 系 统

TSSTSS22..00、、THSTHSⅡⅡ混合动力系混合动力系

统三大领先统三大领先““王牌王牌””科技加科技加

持下持下，，卡罗拉成为同级科技卡罗拉成为同级科技

标杆标杆。。20212021 款卡罗拉在同款卡罗拉在同

级车型中唯一全系标配级车型中唯一全系标配 LL22

级自动驾驶核心功能级自动驾驶核心功能。。在在

TNGATNGA 架构下架构下，，卡罗拉的卡罗拉的

底盘和操控体验发生了巨大底盘和操控体验发生了巨大

变化变化，，增强了舒适性和操控增强了舒适性和操控

乐趣乐趣。。 （行成）

2020款埃安S上市

77 月月 22 日日，，广汽新能源广汽新能源

埃安埃安SS的年度升级车型正式的年度升级车型正式

上市上市。。

20202020款埃安款埃安SS为用户带为用户带

来续航来续航、、科技科技、、服务服务““三大三大

进化进化”，”，补贴后售价为补贴后售价为1313..9898

万元起万元起。。20202020款埃安款埃安SS在取在取

消 魅消 魅 MaxMax 530530 及 魅及 魅 EvoEvo

530530两款车型的基础上两款车型的基础上，，推推

出全新出全新 NEDCNEDC 续航里程达续航里程达

460460kmkm 的魅的魅 580580 和炫和炫 580580 系系

列车型列车型，，实现续航进化实现续航进化；；更更

全系升级标配可开启式全景全系升级标配可开启式全景

天窗天窗、、倒车影像倒车影像、、66 扬声扬声

器器、、PMPM22..55滤芯和远程一键滤芯和远程一键

杀毒杀毒，，科技进化科技进化，，诚诚意满意满

满满。。同时同时，，20202020款埃安款埃安SS还还

提供了提供了““三电三电””终身质保服终身质保服

务务（（非营运首任车主非营运首任车主，，每年每年

少于少于33万公里万公里）。）。 （晓顾）

大众助力“艺术拓展计划”

量产首辆车“门槛” 特斯拉的资本效应

拿走最好的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