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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燃令”可能会被电驱化取代？

本报记者 吴琼

中国汽车的智能化中国汽车的智能化、、电电

动化已经进入深水区动化已经进入深水区，，越行越行

越难越难。。当我们成为全球电动当我们成为全球电动

汽车销量第一大国后汽车销量第一大国后，，下一下一

个十年何去何从个十年何去何从？？

99月中旬月中旬，，一场场关于一场场关于

如何做强中国汽车行业的争如何做强中国汽车行业的争

论在南京如火如荼地展开论在南京如火如荼地展开。。

在由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和在由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和

南京市政府联合主办的南京市政府联合主办的““全全

球新能源汽车供应链创新大球新能源汽车供应链创新大

会会””上上，，专家专家、、行业高管及行业高管及

投资机构们纷纷为中国智能投资机构们纷纷为中国智能

电动汽车的发展支招电动汽车的发展支招。。其其

中中 ，“，“ 取 消 禁 燃取 消 禁 燃 （（油 车油 车））

令令””和和““智能电动汽车自主智能电动汽车自主

核心技术缺失核心技术缺失””成为最热的成为最热的

话题话题。。

“全面电驱化”取代“禁燃令”？

““ 燃 油 车 不 会 全 面 退燃 油 车 不 会 全 面 退

出出，，取而代之的将是混合动取而代之的将是混合动

力汽车力汽车。”。”国家新能源汽车国家新能源汽车

创新工程项目专家组组长王创新工程项目专家组组长王

秉刚透露秉刚透露，“，“到到20352035年年，，中中

国将是电动汽车国将是电动汽车、、混动汽车混动汽车

各占各占5050%%。”。”

不久后不久后，，这一思路将会这一思路将会

正式对外发布正式对外发布。。在全球新能在全球新能

源汽车供应链创新大会上源汽车供应链创新大会上，，

王秉刚曝了更多猛料王秉刚曝了更多猛料，“，“上上

个月个月，，由汽车工程学会组织由汽车工程学会组织

编制的编制的 22..00 版版‘‘节能与新能节能与新能

源汽车技术路线图源汽车技术路线图’’已经通已经通

过了专家的评审过了专家的评审，，估计很快估计很快

就会正式发布就会正式发布。”。”如果这一如果这一

技术路线图全面落实技术路线图全面落实，，将影将影

响未来响未来 1515 年中国汽车的发年中国汽车的发

展展，，混合动力汽车将迎来历混合动力汽车将迎来历

史性机遇史性机遇。。

专家组认为专家组认为，“，“全面电全面电

驱化驱化””比比““全面禁燃全面禁燃””更能更能

实现节能与环保实现节能与环保，，也更符合也更符合

中国汽车产业做强中国汽车产业做强、、做大的做大的

愿景愿景。。实现全面电驱化的条实现全面电驱化的条

件之一件之一，，就是推动混合动力就是推动混合动力

汽车的发展汽车的发展。“。“混合动力技混合动力技

术是全面术是全面、、有效地减少汽车有效地减少汽车

的燃料消耗的燃料消耗。”。”王秉刚指王秉刚指

出出，“，“今后今后1515年年，，中国的传中国的传

统汽车要全面地向混合动力统汽车要全面地向混合动力

转变转变。。我们提出我们提出，，是不是可是不是可

以用全面电驱动化的计划以用全面电驱动化的计划，，

就是今后中国所有的车就是今后中国所有的车，，包包

括新能源汽车和传统汽车都括新能源汽车和传统汽车都

有电机有电机、、电驱动的计划来代电驱动的计划来代

替禁燃时间表替禁燃时间表，，这个提法可这个提法可

能更加符合国情能更加符合国情。”。”

双积分政策也将倒逼车双积分政策也将倒逼车

企们发展混动汽车企们发展混动汽车。。按照此按照此

前工信部发布的前工信部发布的《《关于修改关于修改

<<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

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

理办法理办法>>的决定的决定》，》，节能与节能与

新能源汽车将协调发展新能源汽车将协调发展。。在在

看到过去几年看到过去几年，，双积分政策双积分政策

存在企业在燃油汽车节能方存在企业在燃油汽车节能方

面投入不够面投入不够、、积分市场供需积分市场供需

不平衡等问题后不平衡等问题后，，新的双积新的双积

分政策做出了几大重要调分政策做出了几大重要调

整整。。譬如譬如，，大幅下调了纯电大幅下调了纯电

动乘用车单车积分动乘用车单车积分，，强化对强化对

能耗等体现整车先进性指标能耗等体现整车先进性指标

的要求的要求；；增加了引导传统乘增加了引导传统乘

用车节能的措施用车节能的措施。。广发证券广发证券

认为认为，，为降低油耗为降低油耗，，主流车主流车

企将会推进混动和电池电动企将会推进混动和电池电动

技术技术，，比如比如1212VV启停启停、、4848VV

系统系统、、普混普混、、插混插混、、纯电动纯电动

等等。。其中其中，“，“插混的应用度插混的应用度

将较广将较广；；普混普混，，通用通用、、丰丰

田田、、本田本田、、广汽乘用车广汽乘用车、、吉吉

利利、、长城的应用度或将提长城的应用度或将提

升升；；4848VV，，大众大众、、通用通用、、福福

特特、、奔驰奔驰、、宝马宝马、、奥迪奥迪、、长长

安自主安自主、、吉利吉利、、长城长城、、上汽上汽

通用五菱有望选择这一节油通用五菱有望选择这一节油

路径路径。”。”

丰田汽车是全球公认的丰田汽车是全球公认的

混合动力龙头企业混合动力龙头企业，，与其合与其合

资的广汽集团已率先受益资的广汽集团已率先受益。。

20192019 年年，，丰田混动车型全丰田混动车型全

球的占比已达球的占比已达2020%%，，混动车混动车

型在日本型在日本、、北美洲北美洲、、欧洲和欧洲和

亚 洲 的 销 量 比 例 分 别 为亚 洲 的 销 量 比 例 分 别 为

3333%%、、1717%%、、2828%%和和1717%%。。从从

20172017 年起年起，，丰田混动车型丰田混动车型

在中国实现本土化生产在中国实现本土化生产，，销销

量开始迅速增长量开始迅速增长，，广汽丰田广汽丰田

雷凌雷凌、、凯美瑞混动版本已经凯美瑞混动版本已经

在售在售，，20192019 年销量占广汽年销量占广汽

丰 田 销 量 比 例 约 为丰 田 销 量 比 例 约 为 1010%% 。。

20202020年年，，广汽丰田将推出更广汽丰田将推出更

多混动车型多混动车型。。按照丰田汽车按照丰田汽车

““20202020--20302030 年的新能源汽年的新能源汽

车发展战略车发展战略”，“”，“预计到预计到20252025

年年，，丰田汽车旗下全系车型丰田汽车旗下全系车型

将推出纯电动版将推出纯电动版；；到到 20302030

年年，，丰田全球的电动化汽车丰田全球的电动化汽车

年销量将超过年销量将超过550550万辆万辆。”。”广广

汽汽丰田将进一步受益丰田将进一步受益。。

但是但是，，中国车企也在奋中国车企也在奋

起直追起直追。。目前目前，，吉利汽车已吉利汽车已

经率先将混动车提到战略高经率先将混动车提到战略高

度度。。明年上市的明年上市的33款新车都款新车都

将搭载将搭载 HEVHEV （（油电混合动油电混合动

力力））系统系统，，有望成为首个突有望成为首个突

破油电混合技术瓶颈的自主破油电混合技术瓶颈的自主

半导体技术“卡脖子”

法兰克福展览集团亮相
第三届进口博览会

腾讯升级智慧交通战略

百威举办“拒绝酒驾”盛典

99月月1515日日，，在公安部交在公安部交

通管理局的指导下通管理局的指导下，，百威集百威集

团联合上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团联合上海市公安局交通警

察总队察总队、、中国道路交通安全中国道路交通安全

协会协会、、中国酒业协会中国酒业协会、、享道享道

出行出行（（支持单位支持单位））等合作伙等合作伙

伴伴，，在全力打造在全力打造““全球电竞全球电竞

之都之都””的上海举办了的上海举办了 20202020

““明智饮酒明智饮酒 拒绝酒驾拒绝酒驾””公公

益盛典益盛典。。

百威集团已连续十二年百威集团已连续十二年

不遗余力地坚持推广这一公不遗余力地坚持推广这一公

益理念益理念。。在新一轮回的伊在新一轮回的伊

始始，，百威集团携旗下备受年百威集团携旗下备受年

轻人喜爱的品牌哈尔滨啤轻人喜爱的品牌哈尔滨啤

酒酒，，与正能量偶像王子异共与正能量偶像王子异共

同打造的首部热血电竞风公同打造的首部热血电竞风公

益大片也同步官宣上映益大片也同步官宣上映。。

百威亚太首席执行官兼百威亚太首席执行官兼

联席主席杨克表示联席主席杨克表示：“：“基于基于

当下电竞和虚拟消费蓬勃发当下电竞和虚拟消费蓬勃发

展的新趋势展的新趋势，，我们首次触电我们首次触电

电竞电竞，，希望能通过这一希望能通过这一ZZ世世

代的兴趣燃点和他们更好地代的兴趣燃点和他们更好地

对话对话，，号召更多年轻人加号召更多年轻人加

入入，，共同热血零酒驾共同热血零酒驾，，未来未来

一起哈啤一起哈啤。”。”

百威集团旗下百威集团旗下““爱玩爱玩、、

会玩会玩””的哈尔滨啤酒和电竞的哈尔滨啤酒和电竞

的渊源由来已久的渊源由来已久。。面对酒驾面对酒驾

问题日趋年轻化的严峻形问题日趋年轻化的严峻形

势势，，哈啤结合多年公益创新哈啤结合多年公益创新

的沉淀的沉淀，，选择用电竞这门选择用电竞这门ZZ

世代的通用语言与年轻人对世代的通用语言与年轻人对

话话，，号召他们共创号召他们共创““零酒零酒

驾驾””的未来的未来。。 （云文）

论坛上，专家发言、播放演示文稿

随着智能汽车的发展随着智能汽车的发展，，

中国汽车行业越来越感到自中国汽车行业越来越感到自

主核心技术缺失之痛主核心技术缺失之痛。“。“虽虽

然我国新能源汽车在某些层然我国新能源汽车在某些层

面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面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但但

总体上跟国际先进水平相总体上跟国际先进水平相

比比，，仍然处于二流水平仍然处于二流水平，，许许

多核心零部件在很大程度上多核心零部件在很大程度上

仍然依赖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仍然依赖合资企业和外资企

业供应业供应。”。”王秉刚指出王秉刚指出，“，“即即

使是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使是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中最强的动力电池中最强的动力电池、、驱动电驱动电

机和控制器机和控制器，，也同样存在着也同样存在着

很多短板很多短板,,而且这些短板都而且这些短板都

处于非常核心的地位处于非常核心的地位。。

汽车半导体就是汽车半导体就是““卡脖卡脖

子子””的核心领域之一的核心领域之一。。首首

先先，，随着高级辅助驾驶及未随着高级辅助驾驶及未

来自动驾驶的发展来自动驾驶的发展，，将需要将需要

更多的雷达和摄像头更多的雷达和摄像头，，这些这些

在过去都属于半导体行业的在过去都属于半导体行业的

范畴范畴。。随着网联化程度的提随着网联化程度的提

升升，，汽车的网络安全压力越汽车的网络安全压力越

来越大来越大，，需要软件和硬件共需要软件和硬件共

同作用同作用，，以维护汽车安全以维护汽车安全，，

半导体是硬件上防护的关键半导体是硬件上防护的关键

部分部分。。其次其次，，随着纯电动汽随着纯电动汽

车性能的不断提升车性能的不断提升，，也对功也对功

率半导体组件提出了更高的率半导体组件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要求。。但目前全球但目前全球IGBTIGBT市市

场主要被国外公司垄断场主要被国外公司垄断，，如如

英飞凌英飞凌、、三菱三菱、、富士电机富士电机

等等。。公开数据显示公开数据显示，，中国功中国功

率半导体市场占全球份额超率半导体市场占全球份额超

过过 4040%% ，， 但 自 给 率 仅 为但 自 给 率 仅 为

1010%%；；中国车规级中国车规级 MCUMCU 市市

场占全球份额超过场占全球份额超过3030%%，，但但

基本上基本上100100%%依赖进口依赖进口。。

多位专家担忧多位专家担忧，，我国在我国在

动力电池动力电池、、电机电机、、电控方面电控方面

已拥有部分上规模的供应企已拥有部分上规模的供应企

业业，，但在芯片但在芯片、、电子元器件电子元器件

方面仍然严重依赖进口方面仍然严重依赖进口，，这这

将严重制约中国智能电动汽将严重制约中国智能电动汽

车的发展车的发展。。中国电动汽车百中国电动汽车百

人会理事长陈清泰指出人会理事长陈清泰指出，，

““汽车强国的底层应该是零汽车强国的底层应该是零

部件强国部件强国，，没有强大的零部没有强大的零部

件件，，汽车就只能漂浮在云汽车就只能漂浮在云

上上，，落不了地落不了地。”。”长安汽车长安汽车

产品产品 CEOCEO 任勇认为任勇认为，，构建构建

安全安全、、可靠的供应链是由汽可靠的供应链是由汽

车大国走向汽车强国的必由车大国走向汽车强国的必由

之路之路，，国内核心零部件还存国内核心零部件还存

在短板和不足在短板和不足，，弥补这些短弥补这些短

板才能实现汽车强国板才能实现汽车强国。。理想理想

汽车联合创始人汽车联合创始人、、总裁沈亚总裁沈亚

楠指出楠指出，，现有的供应链体系现有的供应链体系

不足以支撑未来智能汽车的不足以支撑未来智能汽车的

高速发展高速发展，，还会有更多企业还会有更多企业

进入这一领域进入这一领域，，届时将会出届时将会出

现新的供应链核心企业及新现新的供应链核心企业及新

的跨界企业的跨界企业。。王秉刚支招王秉刚支招，，

““我国汽车产业应该保持开我国汽车产业应该保持开

放的态度放的态度，，通过竞争将中国通过竞争将中国

汽车产业做大汽车产业做大、、做强做强，，尤其尤其

是基础技术的研究是基础技术的研究，，包括汽包括汽

车研发设计与模拟平台软车研发设计与模拟平台软

件件、、车规级计算芯片车规级计算芯片、、车规车规

级功率半导体级功率半导体、、高品质电工高品质电工

钢钢、、非晶合金铁芯非晶合金铁芯、、高速轴高速轴

承承、、高精度加工机床高精度加工机床。”。”

庆幸的是庆幸的是，，不少中国企不少中国企

业已经发力智能电动汽车核业已经发力智能电动汽车核

心产业链心产业链。。比亚迪半导体芯比亚迪半导体芯

片研发总监吴海平称片研发总监吴海平称，，公司公司

已经实现了从工业级已经实现了从工业级MCUMCU

到车规级到车规级MCUMCU的高难度跨的高难度跨

级别业务延伸级别业务延伸，，20182018 年成年成

功推出第一代功推出第一代 88 位车规级位车规级

MCUMCU芯片芯片，，20192019年推出第年推出第

一代一代 3232 位车规级位车规级 MCUMCU 芯芯

片片，，累计装车量超过累计装车量超过500500万万

只只，，实现国产化零突破实现国产化零突破。。未未

来来，，其还将推出应用范围更其还将推出应用范围更

加广泛加广泛、、技术更领先的多核技术更领先的多核

高性能高性能 MCUMCU 芯片芯片。。此外此外，，

上汽集团投资的地平线已经上汽集团投资的地平线已经

成为国内第一家实现车规级成为国内第一家实现车规级

AIAI 芯片前装量产的企业芯片前装量产的企业，，

而全球只有三家企业实现了而全球只有三家企业实现了

车规级车规级 AIAI 芯片的前装量产芯片的前装量产

（（英特尔英特尔 MobileyeMobileye、、英伟达英伟达

和地平线和地平线）。）。

作为全球知名的展会主作为全球知名的展会主

办机构之一办机构之一，，法兰克福展览法兰克福展览

集团将再次以展商身份参与集团将再次以展商身份参与

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会，，与来自与来自180180个国家及地个国家及地

区区、、逾逾 38003800 家参展企业一家参展企业一

同亮相将于同亮相将于 20202020 年年 1111 月月 55

日至日至 1010 日在国家会展中心日在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上海））举办的进博会举办的进博会。。

法兰克福展览集团总裁法兰克福展览集团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马赋康表示兼首席执行官马赋康表示：：

““20202020年对全年对全球贸易市场来球贸易市场来

说说，，无疑是极具挑战的一年无疑是极具挑战的一年，，

不过不过，，我坚我坚信危机来临时信危机来临时，，

总会伴随着商机的出现与新总会伴随着商机的出现与新

思维的涌现思维的涌现。”。”20192019年年，，法法

兰克福展览集团举办了兰克福展览集团举办了155155

场展览会场展览会，，其中有超过其中有超过100100

场在德国境外地区举行场在德国境外地区举行，，共共

吸引了超过吸引了超过9900099000家参展企家参展企

业及大约业及大约510510万名参观者万名参观者。。

今年今年77月月，，该公司重启该公司重启

此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此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

中国地区展览业务中国地区展览业务，，现已陆现已陆

续在广州续在广州、、上海上海、、深圳成功深圳成功

举办举办 1313 场展览会场展览会。。此外此外，，

另有另有 1111 场展览会也已蓄势场展览会也已蓄势

待发待发，，预计将于年底前举预计将于年底前举

办办。。大部分展览会采取了线大部分展览会采取了线

下下、、线上相结合的展览模线上相结合的展览模

式式，，使得部分受出行限制措使得部分受出行限制措

施影响而未能到达现场的买施影响而未能到达现场的买

家也能够在线上与参展企业家也能够在线上与参展企业

进行互动交流进行互动交流。。（姜培华）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电动汽车销量第一大国，下

一个十年何去何从？在由中国电动车百人会举办的

论坛上，“取消禁燃（油车）令”和“智能电动汽

车自主核心技术缺失”成为最热的话题。

品牌品牌。。明年明年，，吉利汽车将推吉利汽车将推

出新一代出新一代GHSGHS22..00混动系统混动系统，，

和丰田和丰田THSTHS、、本田本田iMMDiMMD系系

统正面竞争统正面竞争。。此前此前，，吉利汽吉利汽

车基于车基于““11..55TD+TD+77DCT/HDCT/H””

平台平台，，已完成了对已完成了对GHSGHS11..00混混

动系统的开发动系统的开发。。其其中中，，11..55TT

轻混系统已搭载在博瑞轻混系统已搭载在博瑞GEGE、、

星越星越、、缤缤越越、、嘉际嘉际、、ICONICON

等车型上等车型上，，并并且市场销量尚且市场销量尚

佳佳，，77月月ICONICON 混动版销量混动版销量

已经超过燃油版车型已经超过燃油版车型。。

日前日前，，在腾讯全球数字在腾讯全球数字

生态大会上生态大会上，，腾讯正式发布腾讯正式发布

重磅升级后的智慧交通战略重磅升级后的智慧交通战略

————““We TransportWe Transport”，”， 新新

战略将从建设战略将从建设、、管理管理、、营运营运

和服务四个具体环节发力和服务四个具体环节发力，，

助力建设助力建设““以人为中心以人为中心””的的

未来交通未来交通。。

““We TransportWe Transport”” 业 务业 务

版图将提供云端大脑和数字版图将提供云端大脑和数字

底座底座，，连接人连接人、、车车、、路路、、

网网、、云云，，助力实现智慧城市助力实现智慧城市

的科学规划和治理的科学规划和治理、、智慧交智慧交

通的高效运营与管理通的高效运营与管理、、民生民生

出行的舒适体验出行的舒适体验。。腾讯公司腾讯公司

副总裁钟翔平表示副总裁钟翔平表示，，腾讯提腾讯提

出了出了““平台即孪生平台即孪生、、数据即治数据即治

理理、、智联即服智联即服务务、、生态即共生态即共

创创””的未来交通四大理念的未来交通四大理念，，

并从创新交通建设并从创新交通建设、、数字交数字交

通管理通管理、、城市交通营运和交城市交通营运和交

通出行服务四个具体场景通出行服务四个具体场景

中中，，提供以人为中心的交通提供以人为中心的交通

行业全生命周期解决方案行业全生命周期解决方案。。

在交通领域在交通领域，，腾讯希望腾讯希望

通过创新发掘智慧交通潜在通过创新发掘智慧交通潜在

的数字化价值的数字化价值。。其中其中，，在自在自

动驾驶和车路协同领域动驾驶和车路协同领域，，基基

于边缘计算搭建于边缘计算搭建 55GG 车路协车路协

同平台同平台、、交通云控平台以及交通云控平台以及

VV22XX 数据服务引擎数据服务引擎，，打通打通

人人、、车车、、路路、、云数字闭环云数字闭环。。

目前目前，，腾讯在北京首钢冬奥腾讯在北京首钢冬奥

园区已经做了园区已经做了 55GG 边缘计算边缘计算

的车路协同场景验证的车路协同场景验证。。在自在自

动驾驶领域动驾驶领域，，其利用虚拟仿其利用虚拟仿

真技术加速长沙开展智能网真技术加速长沙开展智能网

联汽车仿真实验项目联汽车仿真实验项目，，助力助力

建设国家智能网联汽车建设国家智能网联汽车（（长长

沙沙））测试区测试区。。 （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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