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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月月2727日晚间日晚间，，东风东风

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048900489.HK.HK）） 发 布 公 告发 布 公 告

称称，，拟申请首次公开发行拟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并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市。。拟发行数量不超过拟发行数量不超过

99..573573 亿股亿股 AA 股股，，每股面每股面

值为人民币值为人民币11元元，，发行完发行完

成后不超过本公司总股本成后不超过本公司总股本

的的1010%%，，并且不包括根据并且不包括根据

超额配售权可能发行的任超额配售权可能发行的任

何股份何股份。。

有分析认为有分析认为，，AA股融股融

资渠道打通资渠道打通，，将有利于东将有利于东

风集团进一步优化资本结风集团进一步优化资本结

构构，，补充岚图品牌发展所补充岚图品牌发展所

需的巨额资金需的巨额资金。。

成都车展拉开车市复苏序幕
77 月月 2424 日日，，第二十三届第二十三届

成都车展拉开帷幕成都车展拉开帷幕。。作为作为

““疫疫””后国内举办的第一场后国内举办的第一场AA

级车展级车展，，成都车展成为车市成都车展成为车市

提振的一个机会提振的一个机会，，被众多车被众多车

企视为车市回暖的企视为车市回暖的““前哨阵前哨阵

地地”。”。

据悉据悉，，本届车展吸引了本届车展吸引了

德系德系、、美系美系、、法系法系、、日系日系、、

韩系韩系，，以及合资以及合资、、自主等自主等120120

多个国内外知名汽车品牌多个国内外知名汽车品牌、、

15001500 余辆汽车参展余辆汽车参展。。展会首展会首

日日，，5050 多场汽车品牌发布会多场汽车品牌发布会

揭幕首发车型揭幕首发车型 6969 款款。。其中其中，，

全球首发全球首发1616款款，，全国首发全国首发2626

款款。。豪华品牌扎堆推出新豪华品牌扎堆推出新

品品，，包括新能源汽车包括新能源汽车；；合资合资

品牌品牌““哑火哑火””车展车展，，选择错选择错

峰上市峰上市；；自主品牌携新品及自主品牌携新品及

新技术奋起进击新技术奋起进击，，SUVSUV 依旧依旧

是重要砝码是重要砝码。。事实上事实上，，除了除了

车企在蓄力爆发外车企在蓄力爆发外，，用户也用户也

在释放消费需求在释放消费需求。。因为疫情因为疫情

被被““禁足禁足””半年之久的消费半年之久的消费

者者，，即使需要经历核酸检即使需要经历核酸检

测测、、多次扫码等繁琐的程多次扫码等繁琐的程

序序，，也要参观车展也要参观车展。。车展现车展现

场的喧嚣场的喧嚣，，同样是下半年车同样是下半年车

市复苏的信号市复苏的信号。。

产品升级换代上新的浪产品升级换代上新的浪

潮已经来临潮已经来临，，下半年车市复下半年车市复

苏的号角已经吹响苏的号角已经吹响。。中国汽中国汽

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

书长付炳锋表示书长付炳锋表示，，下半年汽下半年汽

车市场将总体平稳向好车市场将总体平稳向好，，行行

业总体降幅将持续收窄业总体降幅将持续收窄。“。“如如

果下半年市场恢复得好果下半年市场恢复得好，，全全

年车市降幅可能会恢复到年车市降幅可能会恢复到

1010%%以内以内。”。”

“把车卖出去”是成都车展的主旋律

36 氪：与高期望相

反，成都车展“缩水”已

是不争的事实。继长城汽

车董事长魏建军发出“长

城汽车能否挺过明年”的

灵魂一问后，爱驰汽车创

始人付强也在成都车展感

叹：“生存还是死亡的问

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

样，如此尖锐地摆在所有

人面前。”即便如此，“把

车卖出去”仍然是成都车

展的主旋律，卖车的渴望

充斥在展馆的各个角落。

第一财经：“一方面，

受疫情影响，企业的预算

都在收紧，很多能不参展

的企业就选择不参展；另

一方面，现在车市还在恢

复元气，新车的传播节奏

有所调整，加上接下来还

有更加重要的北京车展，

车企对成都车展的重视

度，相对来说没有之前那

么高。”一位自主品牌的

战略规划人士就车企对于

成都车展态度“冷淡”的

原因作出如上分析。

第一电动车网：成都

车展大部分展台都是经销

商布置的，厂家的工作人

员没有参加。我的很多问

题都没有找到答案，展台

上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是

三句话不离卖车。但是领

克、长城和荣威的展台值

得点赞，他们的介绍和回

答都很专业，水平超过了

合资车企和豪车企业。

从成都车展看自主品牌艰难向上之路

易车网：不论是吉利

的 CMA 模块化架构，还

是长城的三大技术平台，

抑或是五菱推出的银标战

略，其无一例外都在提高

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带动

品牌价值的提升。说到

底，自主品牌在市场占有

率上的竞争，比拼的不只

是车型的优劣，更是背后

研发团队以及核心技术的

较量。想要实现“品牌向

上”，考验的是车企的综

合实力，从技术实力、产

品实力到服务实力、营销

实力，每一个层面都要有

质的飞跃，才能积累成为

品牌实力的向上发展。

腾讯网：本届成都车

展亮相的新能源车明显增

加。由于补贴的相继退坡

以及疫情的影响，今年成

都车展上的新能源车变得

“少而精”，而这些新能源

车甚至还有点要抢燃油车

风头的感觉。随着产品实

力的逐步提升，新能源车

未来有望成为消费者的出

行首选，而现在最重要的

是如何夯实群众基础。

网易：作为下半年车

市的开端也是本年度第一

个A级车展，本届成都车

展上车企继续加大了SUV

车型的投放力度。车展组

委会负责人提供的数据显

示，本届成都车展首发车

型中，SUV车型的比重首

次接近五成。

太平洋汽车网：我们

依然能够看到一些未来市

场的新动向，在车市渐显

疲态的大背景下，厂商已

经开始推出更多个性化细

分市场的车型。奔驰带来

了 CLA hooting Brake 猎

装版，东风本田发布了两

厢思域并主推手动挡车

型。更加丰富的个性化车

型可以抢占更多市场向上

时无暇顾及的小众市场，

创造增长点，也可以摸索

市场新的需求，寄希望于

打开一片新的蓝海市场。

疫情之后第一次“聚餐” 缺席者达十多家

北京青年报：值得注

意的是，天际汽车、前途

汽车、博郡汽车的缺席，

与造车新势力的加速洗牌

有关。今年上半年，造车

新势力的处境非常艰难，

例如，拜腾停工停产，博

郡全员待岗、放弃造车，

赛麟停止运营、员工停薪

失业等。而此次缺席的天

际汽车被曝出集中裁员以

及拖欠合作方费用的消

息，前途汽车则拖欠员工

工资、董事长被限制高消

费，或正寻求资本方接盘。

广东鼓励外商投资新能源汽车
日前日前，，广东省政府印广东省政府印

发发《《广东省进一步做好稳广东省进一步做好稳

外资工作若干措施外资工作若干措施》，》，提提

出落实扩大外资市场准入出落实扩大外资市场准入

政策政策。。全面实施外商投资全面实施外商投资

准入前的国民待遇加负面准入前的国民待遇加负面

清单管理制度清单管理制度，，鼓励外商鼓励外商

投资新能源汽车领域投资新能源汽车领域，，放放

宽商用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宽商用车制造外资股比限

制制。。支持中外合资乘用车支持中外合资乘用车

企业的外方按规定转让平企业的外方按规定转让平

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

车积分车积分。。对省级财政年度对省级财政年度

贡献首次超过贡献首次超过11亿元的外亿元的外

资总部型企业资总部型企业，，省财政按省财政按

其当年对省级财政贡献量其当年对省级财政贡献量

的的 3030%%给予一次性奖励给予一次性奖励，，

最高奖励最高奖励11亿元亿元。。

新能源汽车推广超450万辆 占全球50%以上
77月月2323日日，，工信部表工信部表

示示，，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

产业规模全球领先产业规模全球领先，，产销产销

量连续五年位居世界首量连续五年位居世界首

位位，，累计推广新能源汽车累计推广新能源汽车

超过超过450450万辆万辆，，占全球数占全球数

量的量的5050%%以上以上。。

从产业发展进步的角从产业发展进步的角

度来看度来看，，我国新能源汽车我国新能源汽车

的技术水平在明显提升的技术水平在明显提升。。

主流车型的续驶里程主流车型的续驶里程

基本上都在基本上都在 400400 公里以公里以

上上，，动力电池单体能量密动力电池单体能量密

度也达到了度也达到了 250250 瓦时瓦时//千千

克克。。

两款新车将引入 DS坚定深耕中国市场
DSDS““坚定深耕中国坚定深耕中国

市场市场”，”，将从品牌建设将从品牌建设、、

产品布局产品布局、、服务模式三大服务模式三大

维度开启在华发展的新篇维度开启在华发展的新篇

章章。。

未来未来，，DSDS 中国在上中国在上

海的全新运营团队将全面海的全新运营团队将全面

负责该品牌在华发展负责该品牌在华发展，，除除

了目前在售的了目前在售的DSDS 77，，DSDS

品牌旗下全新豪华轿车品牌旗下全新豪华轿车

DSDS 99 及首款纯电动及首款纯电动 SUVSUV

DSDS 33 两款车型将于未来两款车型将于未来

一段时间内在国内上市一段时间内在国内上市。。

此外此外，，DSDS 在华还将在华还将

采用新零售服务模式采用新零售服务模式，，通通

过实施过实施 OO22OO 发展计划为发展计划为

中国消费者提供定制化中国消费者提供定制化、、

精细化服务精细化服务。。

马斯克：上海工厂本地采购比例年底可达80%
77月月2323日日，，马斯克在马斯克在

特斯拉特斯拉 20202020 年第二季度年第二季度

财报公布后的电话会议上财报公布后的电话会议上

表示表示，，本地采购零部件可本地采购零部件可

对在上海工厂生产车辆的对在上海工厂生产车辆的

成本带来很大改善成本带来很大改善。。目目

前前，，上海工厂本地采购比上海工厂本地采购比

例大约为例大约为4040%%，，到年底应到年底应

该可达该可达8080%%甚至更高甚至更高。。

宝马将为5系、7系、X1推出纯电动版
明年明年，，宝马将提供宝马将提供55

款纯电动车款纯电动车，，包括宝马包括宝马

ii33、、Mini Cooper SEMini Cooper SE、、宝宝

马马 iXiX33、、 MBW iNextMBW iNext 和和

宝马宝马ii44。。宝马首席执行官宝马首席执行官

Oliver ZipseOliver Zipse 表示表示，，纯电纯电

动版动版 77 系将与下一代系将与下一代 77 系系

一起到来一起到来，，宝马计划到宝马计划到

20232023 年拥有年拥有 2525 款电气化款电气化

车型车型。。

宝马曾领先大部分汽宝马曾领先大部分汽

车厂商车厂商，，率先推出了率先推出了ii33和和

ii88等纯电动车型等纯电动车型，，但后来但后来

专注于插电式混合动力专注于插电式混合动力

车车。。现在现在，，宝马宣布其产宝马宣布其产

品线的重大改革品线的重大改革，，将为旗将为旗

下主流的下主流的 55 系系、、77 系和系和

XX11车型提供纯电动版本车型提供纯电动版本。。

smart合资公司首批产品于2022年推出
梅赛德斯梅赛德斯--奔驰股份奔驰股份

公司与吉利控股集团联合公司与吉利控股集团联合

组建的组建的 smartsmart 全球合资公全球合资公

司已经在中国宁波杭州湾司已经在中国宁波杭州湾

正式注册正式注册，，命名命名““智马达智马达

汽车有限公司汽车有限公司（（smartsmart）”。）”。

合资公司将为合资公司将为 smartsmart 品牌品牌

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全新全新

纯 电 动 汽 车 架 构 将 为纯 电 动 汽 车 架 构 将 为

smasmartrt 进入高端紧凑型细进入高端紧凑型细

分市场奠定基础分市场奠定基础，，首批产首批产

品将于品将于20222022年推出年推出。。

作为作为 smartsmart 合资公司合资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smartsmart 欧欧

洲有限公司将负责未来全洲有限公司将负责未来全

新一代新一代 smartsmart 车型产品及车型产品及

服务在欧洲市场的销售服务在欧洲市场的销售、、

市场和售后业务市场和售后业务。。

佛吉亚与北汽成立座椅合资公司
77月月2424日日，，全球领先全球领先

的汽车零部件科技公司佛的汽车零部件科技公司佛

吉亚宣布吉亚宣布，，其与北汽成立其与北汽成立

5050∶∶5050 合资公司合资公司。。该合该合

资公司是佛吉亚通过购买资公司是佛吉亚通过购买

韩国大世公司在北京北汽韩国大世公司在北京北汽

大世汽车系统有限公司大世汽车系统有限公司

5050%%的股权而达成的股权而达成。。此次此次

交易将于相关许可在中国交易将于相关许可在中国

获批后完成获批后完成。。

新合资公司将首先为新合资公司将首先为

北京现代及北汽旗下自主北京现代及北汽旗下自主

品牌提供汽车整椅品牌提供汽车整椅、、座椅座椅

骨架骨架、、座椅发泡及座椅头座椅发泡及座椅头

枕等产品枕等产品。。公司总部位于公司总部位于

北京北京，，拥有拥有 500500 名员工名员工，，

在北京在北京、、重庆重庆、、黄骅和湘黄骅和湘

潭建有潭建有44家工厂家工厂。。

东风集团拟在创业板上市 为“岚图”募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