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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观点

特斯拉拒绝向拼多多用户交车

88月月1818日日，，上海首批上海首批

换电重卡交车仪式在临港换电重卡交车仪式在临港

新片区举行新片区举行。。上海首批换上海首批换

电重卡完成现场交付电重卡完成现场交付，，上上

海第一座重卡换电站同步海第一座重卡换电站同步

投用投用，，不到不到44分钟便可精分钟便可精

准完成重卡车载电池更准完成重卡车载电池更

换换，，新电池可使续航里程新电池可使续航里程

达到达到 150150 公里公里。。据介绍据介绍，，

换电站内共可以放置换电站内共可以放置88块块

电池组电池组，，可以满足约可以满足约 5050

辆集卡的能源转换辆集卡的能源转换。。换电换电

重卡牵引车主要适用于专重卡牵引车主要适用于专

线运输线运输、、区域短倒区域短倒、、港口港口

内倒内倒、、场内运输等场景场内运输等场景。。

拼多多用户团购特斯拉拼多多用户团购特斯拉

车型遭到拒绝交车车型遭到拒绝交车。。这一事这一事

件已发酵数天件已发酵数天，，争议仍然不争议仍然不

断断。。

88 月月 1818 日夜晚日夜晚，，那位提那位提

车被拒的武汉车主在拼多多车被拒的武汉车主在拼多多

和宜买车和宜买车（“（“团购特斯拉团购特斯拉””实际实际

销售主体销售主体））的协助的协助下下，，成功提成功提

车并已上险车并已上险。。然而然而，，紧接着紧接着

事件出现反转事件出现反转，，特斯拉中国特斯拉中国

对外事务副总裁转发一位特对外事务副总裁转发一位特

斯拉员工微博表示斯拉员工微博表示：“：“武汉车武汉车

主提车为假消息主提车为假消息。”。”直到凌直到凌

晨晨，，武汉车主又通过其他媒武汉车主又通过其他媒

体声称确已成功提车体声称确已成功提车，，其使其使

用了拼多多的用了拼多多的 22 万元补贴万元补贴，，

但购车用的是家人账户但购车用的是家人账户。。

77 月月 2121 日日，，汽车销售平汽车销售平

台台““宜买车宜买车””在拼多多上推在拼多多上推

出了出了 ModelModel 33““万人团购万人团购””

活动活动，，平台为五名消费者各平台为五名消费者各

补贴补贴22万元购买万元购买ModelModel 33。。尽尽

管特斯拉方面迅速公开表示管特斯拉方面迅速公开表示

此活动未被授权此活动未被授权，，但挡不住但挡不住

消费者的参与热情消费者的参与热情，，活动也活动也

未停止未停止。。然而然而，，88 月月 1414 日日，，

一位成功参与活动的消费者一位成功参与活动的消费者

已经下了订单并可付款已经下了订单并可付款，，但但

特斯拉拒绝向其交付车辆特斯拉拒绝向其交付车辆，，

称订单疑似代购称订单疑似代购，，涉及转涉及转

卖卖，，依据合同约定取消订依据合同约定取消订

单单。。多位法律界人士分析认多位法律界人士分析认

为为，，特斯拉没有权利擅自取特斯拉没有权利擅自取

消订单消订单，，应当给消费者一个应当给消费者一个

交代交代。。拒交事件发生初期拒交事件发生初期，，

也有不少舆论在指责特斯拉也有不少舆论在指责特斯拉

““霸道霸道”。”。近日近日，，关于电商平关于电商平

台售车的反思台售车的反思开始出现开始出现。。

谁都没错？那整个事情怎么会出岔子？

新浪：虽然拼多多对

于特斯拉确实没错，但拼

多多对于消费者，或许有

未尽足义务之嫌：它承诺

了自己实际上并没法保证

的事。关于整个事件，请

不要忘记，这涉及三方关

系，并不是“拼多多+消

费者”与“特斯拉”两边

的矛盾。拼多多似乎忽略

了特斯拉买卖合同中禁止

转卖的条款，或者说过于

自信能轻易在法理上说服

特斯拉。虽然我们认为特

斯拉拒绝交车是能代表现

代商业社会规范的，但合

同中“转卖”条款确实不

够清晰，相关的司法解释

也确实不足以提供支持。

真的诉诸法律，特斯拉赢

面其实并不大。

网易：武汉车主已提

车？特斯拉：对自导自

演，制造新闻表示愤慨。

PingWest 品玩： 特

斯拉告诉拼多多：我要我

觉得，不要你觉得。

影响直营模式

21世纪经济报道：汽

车在交付过程中涉及具体

的车主身份等信息登记，

因此流程中有条件获取

“不明”渠道来源的消费者

信息，而在直营模式下，

商家对这种“不明”渠道更

为敏感。尽管最终仍是以

消费者的名义在特斯拉官

网上下单，但特斯拉的直

营模式却被悄然破坏。

凤凰网：争议从上个

月开始浮出水面，其核心

是特斯拉的直销模式。

网易：特定的低价如

果不是在同一销售渠道中

进行，有可能冲击其定价

体系，甚至伤害到长期品

牌战略。

腾讯：特斯拉拒绝向

拼多多用户交车，修理厂

敢拒绝线上平台的流量

吗？

中新经纬：如果拼多

多在“碰瓷”特斯拉一事

中得到了法院的支持，那

么以后拼多多将可以恣意

“扰动”各大品牌的“经

销模式”以及“神圣的定

价权”。也就是说，拼多

多可以“借用”各大品牌

的影响力，换取自己的流

量和利益。如果这样的模

式最终受到了法律的认可

和保护，那么今后各大品

牌该何去何从呢？

汽车电商是伪命题吗？

腾讯网：汽车电商在

这个案例中起到的完全是

反面作用，无论是平台还

是商家，都没有减少复杂

的汽车交易链条，只是想

利用品牌壮大自身，很难

获得业内认可。随着特斯

拉、蔚来等造车新势力纷

纷推行直营模式，整个行

业也呈现出直营化趋势。

每个平台的基因不同，能

否获得市场的长期认可，

还要看它能不能在某些环

节真正提高效率。

新浪科技：拼多多逐

渐成为越来越不可忽视的

电商平台，接下来面对的

终极挑战，也恰恰是探索

如何与高溢价品牌共赢的

可能性。

经济观察报：品牌商

与平台的磨合，是一个漫

长的过程。2012年前，在

阿里巴巴还只有淘宝的年

代，其也曾被大量品牌商

拒绝入驻。现在，天猫已

经成为各大品牌厂商的主

要售卖渠道。与品牌商建

立更好的沟通，是拼多多

目前需要提高的能力。

法拉利收益暴跌，F1停赛是最大根源
法拉利第二季度的财法拉利第二季度的财

报显示报显示，，其利润只有其利润只有900900

万欧元万欧元，，而去年同期的利而去年同期的利

润达到润达到 11..44 亿欧元亿欧元。。缩水缩水

原因除了全球经济影响原因除了全球经济影响

外外，，很大一部分与很大一部分与 FF11 赛赛

事在上半年停赛有关事在上半年停赛有关，，因因

为赛事延迟举行为赛事延迟举行，，车队获车队获

得的广告赞助几乎为零得的广告赞助几乎为零，，

所以在这方面就减少了约所以在这方面就减少了约

48004800 万欧元收入万欧元收入。。除此除此

之外之外，，影响最大的就是新影响最大的就是新

冠肺炎疫情了冠肺炎疫情了，，因为疫情因为疫情

的影响的影响，，法拉利新车的销法拉利新车的销

量也非常少量也非常少。。比如中国市比如中国市

场场，，今年上半年今年上半年，，法拉利法拉利

仅仅卖掉仅仅卖掉 3030 辆辆，，和去年和去年

相比下滑了九成以上相比下滑了九成以上。。

德赛西威、富奥股份与一汽集团合资项目启动
88月月1515日日，，富赛汽车富赛汽车

电子研发中心电子研发中心、、富赛汽车富赛汽车

电子工业园项目启动仪式电子工业园项目启动仪式

在长春市隆重举行在长春市隆重举行。。20192019

年年1212月月22日日，，富奥汽车零富奥汽车零

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与德赛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与德赛

西威双方联手一汽集团在西威双方联手一汽集团在

长春市共同成立了富赛汽长春市共同成立了富赛汽

车电子有限公司车电子有限公司。。富赛汽富赛汽

车电子既具备在汽车电子车电子既具备在汽车电子

领域的优势领域的优势，，又有整车厂又有整车厂

的协同效应的协同效应，，将是变革未将是变革未

来出行的重要力量来出行的重要力量。。富赛富赛

汽车电子项目一期总面积汽车电子项目一期总面积

达达2987229872平方米平方米，，二期生二期生

产工厂大楼面积达产工厂大楼面积达 1209612096

平方米平方米，，总投资金额为总投资金额为

1414亿元亿元。。

华为经营范围新增汽车零部件等业务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于

近日发生工商信息变更近日发生工商信息变更，，

该公司经营范围新增汽车该公司经营范围新增汽车

零部件和智能系统的研零部件和智能系统的研

发发、、生产生产、、销售及服务销售及服务；；

建筑工程建筑工程。。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成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成

立于立于19871987年年99月月。。华为表华为表

示示，，目前鸿蒙座舱操作系目前鸿蒙座舱操作系

统统 HOSHOS、、智能驾驶操作智能驾驶操作

系统系统 AOSAOS 已有大量合作已有大量合作

伙伴进行开发伙伴进行开发，，而智能车而智能车

控操作系统控操作系统 VOSVOS 可支持可支持

包括恩智浦等在内的芯片包括恩智浦等在内的芯片

供应商供应商。。

三花智控成恒大汽车供应商
三 花 智 控 发 布 公三 花 智 控 发 布 公

告告，，其全资子公司三花其全资子公司三花

汽零于近汽零于近期收到恒大恒期收到恒大恒

驰新能源汽车研究院驰新能源汽车研究院（（上上

海海））有限公司的通知有限公司的通知，，三三

花汽零被确定为恒大新花汽零被确定为恒大新

能源汽车恒驰系列车型能源汽车恒驰系列车型

多个热管理阀类多个热管理阀类、、泵类产泵类产

品的独家供应商品的独家供应商，，在在 88 年年

生命周期内生命周期内，，预计销售额预计销售额

累计约累计约2525亿元亿元。。三花智控三花智控

主营业务为生产及销售主营业务为生产及销售

制冷空调和冰箱的元器制冷空调和冰箱的元器

件及部件件及部件、、汽车空调及新汽车空调及新

能源车热管理元器件能源车热管理元器件等等。。

国内首条“不限速高速”将建成
预计到预计到 20222022 年年，，我我

国将迎来第一条不设收费国将迎来第一条不设收费

站的不限速高速公路站的不限速高速公路，，这这

条名字叫做杭绍甬高速的条名字叫做杭绍甬高速的

高速公路全长高速公路全长 161161 公里公里，，

没有一个测速点没有一个测速点。。

这条高速公路建成这条高速公路建成

后后，，将成为我国第一条智将成为我国第一条智

能化道路能化道路。。这条高速公路这条高速公路

是为了备战亚运会而准备是为了备战亚运会而准备

的的，，开始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将会把将会把

时速限制在时速限制在150150公里公里；；等等

到条件成熟之后到条件成熟之后，，就将成就将成

为真正意义上的不限速高为真正意义上的不限速高

速公路速公路。。

上海首批换电重卡在临港新片区交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