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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观点

据统计据统计，，截至今年截至今年66

月底月底，，全国各类充电桩保全国各类充电桩保

有量达有量达132132..22万个万个。。其中其中，，

公共充电桩数量为公共充电桩数量为5555..88万万

个个，，位居全球首位位居全球首位。。66月月

份份，，全国公共充电基础设全国公共充电基础设

施充电总量施充电总量首次突破首次突破66亿亿

千瓦时千瓦时，，同比增长同比增长4848..88%%。。

当前当前，，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

运营商集中度较高运营商集中度较高，，全国全国

充电运营企业所运营充电充电运营企业所运营充电

桩数量超过桩数量超过11万台的有特万台的有特

来电来电、、星星充电星星充电、、国家电国家电

网网、、云快充等云快充等 88 家企业家企业，，

大约占总量的大约占总量的8888..88%%。。

77 月月 1717 日日，，东风汽车集东风汽车集

团有限公司发布了全新高端团有限公司发布了全新高端

电动车品牌的中文名电动车品牌的中文名““岚岚

图图””及品牌及品牌 LOGOLOGO。。岚图品岚图品

牌是东风公司下一个五十年牌是东风公司下一个五十年

发展的重要战略布局发展的重要战略布局，，定位定位

为为““零焦虑高端智慧电动品零焦虑高端智慧电动品

牌牌”。”。与此同时与此同时，，其独立子公其独立子公

司司““岚图汽车科技公司岚图汽车科技公司””也也

宣布成立宣布成立。。

据了解据了解，，岚图汽车将在岚图汽车将在

武汉进行生产制造武汉进行生产制造。。未来未来，，

岚图的产品主要以高端新能岚图的产品主要以高端新能

源乘用车为主源乘用车为主，，计划推出涵计划推出涵

盖盖 SUVSUV 和和 MPVMPV 的的 99 款新车款新车。。

岚图品牌的首款岚图品牌的首款SUVSUV车型将车型将

竞争对手锁定为竞争对手锁定为BBABBA旗下的旗下的

豪华中型豪华中型SUVSUV车型车型，，新车预新车预

计将于计将于20212021年上市年上市。。

岚图品牌战略发布会将岚图品牌战略发布会将

于于 77 月月 2929 日在武汉正式举日在武汉正式举

办办，，首款概念车将会在发布首款概念车将会在发布

会上正式亮相会上正式亮相。。发布会上将发布会上将

对外公布品牌的战略规划对外公布品牌的战略规划、、

用户及市场定位用户及市场定位、、核心技术核心技术

优势优势、、商业模式等商业模式等，，将满足将满足

用户对新能源汽车高颜值用户对新能源汽车高颜值、、

高品质高品质、、高智能的需求高智能的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值得一提的是，，岚图不岚图不

隶属于东风集团旗下任何子隶属于东风集团旗下任何子

公司公司。。新公司将采用全新战新公司将采用全新战

略略、、全新组织体系全新组织体系、、全新商全新商

业模式以及全新团队业模式以及全新团队，，将专将专

注于新能源乘用车领域注于新能源乘用车领域，，定定

位高端市场位高端市场。。

东风新能源品牌“岚图”上线

岚图故事：生于忧患 但尽所能

腾讯：这是央企中第

一个定位于高端新能源汽

车的品牌，也是东风第二

次开启“冲高”之路。前

者暗带政治任务，后者事

关自身未来，二者又必须

兼得，放给任何一家车企

去做，都会是一个烫手的

项目。称赞也好，质疑也

罢，岚图的使命很简单，

那就是重塑东风汽车的品

牌形象。

EV 世纪：对东风公

司来说，此时推出岚图品

牌，战略意义重大。因为

东风公司旗下不论是自主

业务还是合资业务都缺乏

高端品牌，而且过去两年

间，除东风日产和东风本

田之外，其他合资板块的

表现都弱于整体市场表

现，严重拖累了东风公司

的汽车销量和营收。

新浪：国企的动员能

力虽然强，但如何高效地

组织、调动各种资源，并

且最大程度地发挥管理团

队的积极性，可能是决定

项目成败的关键因素。

汽车头条：撕掉“低

端落后”的刻板标签、实

现“量价齐升”，并以合

适的契机进入中高端市

场，俨然成为中国“汽车

人”的使命以及自主品牌

的必由之路。

正是汲取了许多友商

和自身多年来在探索过程

中积累的经验与教训，在

品牌路径的选择上，东风

公司选择了将高端品牌与

新能源汽车相结合。这与

吉利、长城、奇瑞和红旗

的“打法”不同，却与造

车新势力“不谋而合”。

融合是岚图最大的亮点，也可能是最大的隐患

腾讯：高端新能源汽

车注定不会是一个能快速

上量的项目，蔚来、理

想、小鹏们可以不断利用

融资来维持自己未知的生

命，但岚图不可以。

从近一年来车企的人

事变动规律来看，传统汽

车人与新势力公司之间的

磨合依旧存在理念不合、

耐心不够等现实问题。而

汇集了众多来自国内豪华

品牌、电动车品牌以及IT

科技领域人才的岚图汽

车，一样要面对相同的局

面。

搜狐汽车：无论是从

溢价能力还是销量空间来

看，高端电动车市场是下

一个增量市场。要打破电

动车盈利僵局，高端电动

车是条出路。但是，谁能

成为下一个特斯拉？

在这个时间节点，对

于所有仍在赛道上的选手

来说，想要活下来，就要

保证充足的资源、足够高

的效率和有说服力的差异

化。这也是“岚图”们要

面对的问题。

大华网：自 古 “ 良

机”多生于“巨变”。在

百年不遇的汽车变革中，

机会必将产生，但也稍纵

即逝。

经 历 了 一 次 又 一 次

“考试”洗牌的新能源汽

车市场，其每一款产品都

要具备独当一面的实力。

作为一只“菜鸟”的岚图

选择此时进入，势必会腹

背受敌。

目前唱兴岚图还为时过早

新浪财经：在一汽红

旗渐渐成功，广汽新能

源、长安新能源等逐步打

开市场的情况下，东风公

司急需在高端、新能源汽

车领域拿出一件撑场面的

作品，此时，定位高端的

新能源汽车子品牌——岚

图应运而生。但综合来

看，目前唱兴岚图还为时

过早。如果岚图不能拿出

让人眼前一亮的技术成

果，那么其未来将很难有

较大的空间。

网易：在缺乏足够多

的用户、口碑积累及丰富

的车型产品打基础和做支

撑的情况下，岚图品牌的

推出让人感觉有些匆忙出

道，有“赶鸭子上架”的

阵势。从大环境方面来

看，刚创立的东风高端子

品牌岚图，将要面临更大

的舆论压力与市场挑战。

延续实施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
日前日前，，税务总局发布税务总局发布

《《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税费优惠政策指会发展税费优惠政策指

引引》，》，指出将对二手车经指出将对二手车经

销企业销售旧车减征增值销企业销售旧车减征增值

税税、、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

购置税政策延长购置税政策延长22年年，，促促

进汽车消费进汽车消费。。《《指引指引》》提提

出出，，对所有购置新能源汽对所有购置新能源汽

车的单位和个人车的单位和个人，，自自20182018

年年11月月11日起至日起至20222022年年1212

月月 3131 日日，，对列入对列入《《免免征车征车

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

型目录型目录》》的新能源车免征的新能源车免征

车辆购置税车辆购置税；；对于对于 20172017

年年底前已列入年年底前已列入 《《目录目录》》

的新能源车的新能源车，，对其免征车对其免征车

辆购置税政策继续有效辆购置税政策继续有效。。

华晨宝马再扩产 新增4款纯电动SUV轿车
华晨宝马将通过大华晨宝马将通过大

东东、、铁西新项目再次扩大铁西新项目再次扩大

产能产能，，在现有在现有7676万辆万辆//年年

产能基础上增长产能基础上增长8484%%，，达达

到到 140140 万 辆万 辆//年年 （（三 班三 班

制制）。）。

华晨宝马此次将新增华晨宝马此次将新增

33 系长轴距纯电动系长轴距纯电动、、55 系系

长轴距纯电动长轴距纯电动、、ixix33、、ixix55

四款纯电动车型四款纯电动车型，，与特斯与特斯

拉展开全面竞争拉展开全面竞争。。华晨宝华晨宝

马大东马大东、、铁西新项目达产铁西新项目达产

后后，，纯电动车规划产能将纯电动车规划产能将

超过超过 1515 万辆万辆//年年，，其中其中，，

ixix33 和和 33 系长轴距纯电动系长轴距纯电动

为为 1010 万辆万辆//年年，，55 系长轴系长轴

距纯电动和下一代距纯电动和下一代 ixix55 规规

划年产能超过划年产能超过55万辆万辆。。

蔚来第5万辆整车下线
77 月月 1818 日日，，蔚来第蔚来第

5000050000 辆整车在合肥先进辆整车在合肥先进

制造基地量产下线制造基地量产下线。。今年今年

66 月月，，ESES88 上险量达上险量达 12561256

辆辆，，重回重回 4040 万元以上中万元以上中

大型大型 SUVSUV 销量十强榜销量十强榜。。

ESES66 上市以来累计销售上市以来累计销售

2310123101辆辆，，稳居稳居3030万元以万元以

上 中 型上 中 型 SUVSUV 销 量 十 强销 量 十 强

榜榜，，并已连续十个月蝉联并已连续十个月蝉联

中国纯电动中国纯电动 SUVSUV 销量冠销量冠

军军。。

蔚来与江淮在蔚来与江淮在 20162016

年年44月签订战略合作框架月签订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协议，，江淮蔚来先进制造江淮蔚来先进制造

基地于同年基地于同年 1010 月动工月动工。。

20182018年年55月月，，该工厂第一该工厂第一

辆蔚来辆蔚来ESES88量产下线量产下线。。

博世筹建智能驾驶与控制事业部
日前日前，，博世宣布其正博世宣布其正

在筹备建立智能驾驶与控在筹备建立智能驾驶与控

制事业部制事业部。。为此为此，，博世专博世专

门从驾驶员辅助门从驾驶员辅助、、自动驾自动驾

驶驶、、汽车多媒体汽车多媒体、、动力总动力总

成和车身电子系统等事业成和车身电子系统等事业

部集合了一批软件部集合了一批软件、、电子电子

和电气工程师和电气工程师。。最终最终，，这这

个事业部将在今年形成大个事业部将在今年形成大

约约1700017000人规模人规模。。

博世计划从博世计划从 20212021 年年

起起，，由该事业部统一为现由该事业部统一为现

有客户和新客户提供电子有客户和新客户提供电子

系统和必备软件系统和必备软件。。在博世在博世

看来看来，，电子产品精密化和电子产品精密化和

软件多样化的快速发展大软件多样化的快速发展大

幅增加了汽车工程的复杂幅增加了汽车工程的复杂

性性。。

柳州国轩电池生产基地奠基
77月月2020日日，，国轩高科国轩高科

对外宣对外宣布布，，其继合肥其继合肥、、庐庐

江江、、合肥合肥（（经开经开）、）、青青岛岛、、唐唐

山山、、南京南京、、南通之后的第南通之后的第

八大生产基地八大生产基地———柳州国—柳州国

轩电池生产基地项目已正轩电池生产基地项目已正

式奠基式奠基。。国轩高科将在柳国轩高科将在柳

东新区投建年产东新区投建年产 1010GWhGWh

动力电池的生产基地动力电池的生产基地。。

据介绍据介绍，，柳州国轩未柳州国轩未

来的产品方向为铁锂软来的产品方向为铁锂软

包包，，初定主要是配置初定主要是配置390390

和和590590模组的软包铁锂电模组的软包铁锂电

芯芯，，该电芯的单体能量密该电芯的单体能量密

度可达度可达200200Wh/kgWh/kg。。

小鹏汽车完成C+轮近5亿美元融资
77月月2020日日，，小鹏汽车小鹏汽车

宣布完成近宣布完成近 55 亿美元的亿美元的

C+C+轮融资轮融资，，本轮融资由本轮融资由

AspexAspex、、 CoatueCoatue、、 高 瓴 资高 瓴 资

本和红杉中国等知名投资本和红杉中国等知名投资

机构参与机构参与。。本轮融资距离本轮融资距离

上次小鹏汽车完成上次小鹏汽车完成44亿美亿美

元的元的CC轮融资仅过去了轮融资仅过去了88

个月时间个月时间。。小鹏汽车官方小鹏汽车官方

表示表示，，本次本次C+C+轮融资的轮融资的

成功签署成功签署，，充分体现了投充分体现了投

资者对小鹏汽车的战略资者对小鹏汽车的战略、、

市场定位及其作为中国智市场定位及其作为中国智

能电动汽车领跑者的长期能电动汽车领跑者的长期

愿景充满信心愿景充满信心。。

2020成都车展举行
77月月2424日日，，一年一度一年一度

的成都车展拉开帷幕的成都车展拉开帷幕。。作作

为疫情趋缓后为疫情趋缓后，，20202020 年年

国内首个大型车展国内首个大型车展，，成都成都

车展自然是受到了业内外车展自然是受到了业内外

人士的广泛关注人士的广泛关注。。根据官根据官

方公布的消息方公布的消息，，展会于展会于77

月月 2424 日日--88 月月 22 日在中国日在中国

西部国际博览城举行西部国际博览城举行，，汇汇

聚了聚了120120多个国内外知名多个国内外知名

汽车品牌汽车品牌，，参展车辆数量参展车辆数量

超过超过 15001500 辆辆，，展出规模展出规模

达达 1616 万平方米万平方米。。成都车成都车

展也希望进一步为车市注展也希望进一步为车市注

入入““强心剂强心剂”。”。

中国公共充电桩数量居全球首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