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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观点

恒大汽车也要登陆科创板

广汽蔚来“模因战队”亮相
99月月1616日日，，广汽蔚来广汽蔚来

在北京召开以在北京召开以““模因模因””为为

主题的智能出行生态峰主题的智能出行生态峰

会会，，这标志着这标志着““广蔚模广蔚模

式式”，”，即首个软硬件一体即首个软硬件一体

的智能出行生态闭环系统的智能出行生态闭环系统

取得实质性进展取得实质性进展。。除广汽除广汽

蔚来外蔚来外，“，“模因战队模因战队””中中

的北大金秋新技术公司将的北大金秋新技术公司将

为智能出行生态提供行业为智能出行生态提供行业

趋势前瞻研究趋势前瞻研究，，地平线车地平线车

载芯片提供算力支持载芯片提供算力支持，，文文

远知行的自动驾驶为用户远知行的自动驾驶为用户

提供创新型体验提供创新型体验，，一嗨租一嗨租

车提供场景化落地车提供场景化落地、、数据数据

收集和集成收集和集成，，新鼎资本新鼎资本、、

福沃德资本提供资本及合福沃德资本提供资本及合

作资源支持作资源支持。。

“卡车界特斯拉”Nikola换董事长

有有““卡车界特斯拉卡车界特斯拉””

之称的氢燃料电池初创企之称的氢燃料电池初创企

业业NikolaNikola日前宣布日前宣布，，公司公司

执行董事长执行董事长Trevor MilTrevor Mil--

tonton 自愿离职自愿离职。。新董事长新董事长

将 由将 由 Stephen GirskyStephen Girsky 接接

替替。。GirskyGirsky曾担任通用汽曾担任通用汽

车高管车高管。。此前此前NikolaNikola获得获得

了通用汽车了通用汽车 2020 亿美元注亿美元注

资资，，在传出遭到美国监管在传出遭到美国监管

机构调查空头指控的欺诈机构调查空头指控的欺诈

问题后问题后，，该公司和合作伙该公司和合作伙

伴通用汽车的股价遭到重伴通用汽车的股价遭到重

挫挫。。目前目前，，有投资者开始有投资者开始

向亚利桑那州法院提起诉向亚利桑那州法院提起诉

讼讼，，控告控告 NikolaNikola 虚假陈虚假陈

述述，，误导投资者误导投资者，，夸大技夸大技

术能力术能力。。

大众考虑研发ID.1？
大众品牌新任大众品牌新任 CEOCEO

表示表示，，大众正在考虑研发大众正在考虑研发

一款比一款比 ID.ID.33 尺寸更小的尺寸更小的

电动汽车车型电动汽车车型。。大众还将大众还将

在不久后展示一款概念在不久后展示一款概念

车车。。这款车型有望被命名这款车型有望被命名

为为ID.ID.11。。该车将使用缩小该车将使用缩小

以 及 简 化 版 的以 及 简 化 版 的 MEBMEB 平平

台台，，将完全取代将完全取代Up!Up!。。在在

ID.ID.11发布后发布后，，大众在小型大众在小型

车市场将不再有内燃机系车市场将不再有内燃机系

统统。。

宁德时代扩大在川布局，构建锂电全产业链体系
99月月1919日日，，宁德时代宁德时代

宣布宣布，，与四川省政府在成与四川省政府在成

都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都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

议议。。宁德时代将在四川宜宁德时代将在四川宜

宾等地布局生产和研发基宾等地布局生产和研发基

地地，，构建锂电全产业链体构建锂电全产业链体

系系。。双方将积极推进双方将积极推进““电电

动四川动四川””工程工程，，努力打造努力打造

世界级锂电产业集群世界级锂电产业集群。。目目

前前，，宁德时代已在宜宾市宁德时代已在宜宾市

签约投资四川时代签约投资四川时代、、时代时代

吉利吉利、、天宜锂业等锂电产天宜锂业等锂电产

业的三个重大项目业的三个重大项目。。宜宾宜宾

作为中国西部新能源产业作为中国西部新能源产业

基地基地，，现已初具规模现已初具规模。。

总额100亿元，威马汽车宣布已完成D轮融资
99月月2222日日，，威马汽车威马汽车

宣布完成了总额宣布完成了总额100100亿元亿元

人民币的人民币的 DD 轮融资轮融资，，这这

是造车新势力史上最大的是造车新势力史上最大的

单轮融资单轮融资。。本轮融资由上本轮融资由上

海国资投资平台及上汽集海国资投资平台及上汽集

团联合领投团联合领投，，百度与海纳百度与海纳

亚洲创投基金亚洲创投基金 （（SIGSIG）） 继继

续参与此轮融资续参与此轮融资，，其他参其他参

投方还包括湖北长江产业投方还包括湖北长江产业

基金基金、、苏州昆山产业基苏州昆山产业基

金金、、湖南衡阳国有投资平湖南衡阳国有投资平

台台、、安徽合肥产业基金安徽合肥产业基金、、

国投创益产业基金等投资国投创益产业基金等投资

机构机构，，募集资金将主要用募集资金将主要用

于智能技术研发于智能技术研发、、品牌建品牌建

设设、、数字营销和渠道拓展数字营销和渠道拓展

等等。。

滴滴将联手比亚迪打造首款定制电动车D1
据路透社报道据路透社报道，，知情知情

人士称人士称，，滴滴将联手比亚滴滴将联手比亚

迪打造首款定制电动车迪打造首款定制电动车

DD11，，该车的右侧配置了该车的右侧配置了

滑动车门滑动车门，，乘客们不必向乘客们不必向

外侧开启车门外侧开启车门，，这样可以这样可以

避免在开启车门时撞到路避免在开启车门时撞到路

上的行人上的行人。。对于后排乘客对于后排乘客

而言而言，，新车设计的腿部空新车设计的腿部空

间比一般车型更大间比一般车型更大。。该车该车

型将由比亚迪代工型将由比亚迪代工。。车身车身

或将印有滴滴或将印有滴滴 LogoLogo，，计计

划今年投放划今年投放11万辆万辆，，明年明年

投放投放100100万辆万辆。。预计该车预计该车

型将于今年型将于今年1010月亮相月亮相。。

99 月月 1818 日日，，两则新能源两则新能源

汽车公司进军科创板的消息汽车公司进军科创板的消息

搅动了市场搅动了市场：：一是进军汽车一是进军汽车

行业才两年多的恒大汽车行业才两年多的恒大汽车

（（0070800708，，HKHK）） 宣布要上科创宣布要上科创

板板；；二是吉利汽车将在二是吉利汽车将在1010天天

后后，，即即 99 月月 2828 日在科创板首日在科创板首

发上会审核发上会审核。。99 月月 1515 日日，，恒恒

大汽车宣布引入了新的股大汽车宣布引入了新的股

东东，，包括腾讯包括腾讯、、红杉红杉、、马云马云

发起的云锋基金发起的云锋基金，，以及滴滴以及滴滴

出行等知名投资者出行等知名投资者，，引战筹引战筹

资约资约4040亿港元亿港元。。此番若恒大此番若恒大

汽车成功抢滩科创板汽车成功抢滩科创板，，科创科创

板将迎来首家新能源汽车企板将迎来首家新能源汽车企

业业。。目前目前，，恒大汽车尚未盈恒大汽车尚未盈

利利，，也没有量产车面世也没有量产车面世。。

恒 大 汽 车 最 新 的 进 展恒 大 汽 车 最 新 的 进 展

是是，，今年今年 88 月初月初，，其一口气其一口气

发布了发布了““恒驰恒驰””首期六款车首期六款车

型型，，分别为两款轿车分别为两款轿车、、三款三款

SUVSUV和一款和一款MPVMPV，，实现了多实现了多

个类型车型的覆盖个类型车型的覆盖，，预计将预计将

于明年下半年实现量产于明年下半年实现量产。。恒恒

大集团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大集团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

目标为目标为““用用33至至55年时间年时间，，将将

恒大新能源汽车发展成为全恒大新能源汽车发展成为全

球规模最大球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新实力最强的新

能源汽车集团能源汽车集团”，”，并将全球新并将全球新

能源汽车巨头特斯拉作为竞能源汽车巨头特斯拉作为竞

争目标争目标。。据恒大汽车介绍据恒大汽车介绍，，

与吉利等传统车企的身份不与吉利等传统车企的身份不

同同，，恒大汽车专注于新能源恒大汽车专注于新能源

汽车汽车，，通过整合全球资源通过整合全球资源，，

已在先进整车制造已在先进整车制造、、33..00底盘底盘

架构架构、、动力总成等领域拥有动力总成等领域拥有

世界最顶尖的技术世界最顶尖的技术，，并在上并在上

海海、、广州等地布局世界最先广州等地布局世界最先

进的智能制造基地进的智能制造基地。。

车企争相上市

金融界：今年 4 月，

中国证监会下调了红筹企

业境内上市的市值门槛，

借着这一政策红利，吉利

汽车于今年 6 月宣布计划

申请在科创板上市，拟募

资 200 亿 元 。 此 外 ， 东

风、威马等车企也正在申

请科创板IPO。

搜狐：恒大汽车这样

的车企回归科创板，有利

于打通境内融资渠道和充

实企业的资本实力，更好

地用于产品及技术研发，

提升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

的整体竞争力。

网易：新车未上市，市

值就已经突破 1000 亿元。

恒大的实力主要体现在战

略蓝图、新车概念、供应

链合作、厂区布局等方面。

例如，在战略蓝图方面，

恒大并未制订一个含糊其

辞的目标，而是剑指第一。

下半年，恒大造车加速

新浪财经：今年下半

年以来，恒大造车加速的

趋势明显，不断有新的进

展公布。先是 8 月 3 日，

恒大一口气发布了 6 款新

车，随后在 8 月 7 日，恒

大汽车生产基地首度亮

相。8 月26 日，恒大健康

宣布，从 9 月 1 日起，将

证券简称正式更名为“恒

大汽车”。8月27日，恒大

汽车在2020年中期业绩发

布会上透露，正在快速筹

建恒驰汽车展示体验、销

售、维保修售后服务三大

中心。其中，销售中心有

1600个、自营及授权维保

修售后服务中心有 3000

个。从最新表态来看，最

快10个月之后，其可以迎

来量产里程碑。

互联网投资车企成常态

新浪：在造车新势力

群起的当下，资金充裕的

互联网企业也成了新兴车

企的主要投资人，除了恒

大以外，背后有互联网公

司支撑的车企不在少数。

作为如今全球范围内最具

影响力的纯电动车品牌，

特斯拉可谓年年亏损，但

股价却越涨越高，原因是

外界投资对其充满信心，

不断地加入其中。

腾讯新闻：已经家大

业大的恒大，依旧选择继

续筹集资金，主要原因除

了为后续发展整备粮草以

外，还希望与友商建立起

更加全面的合作关系。

恒大造车，是豪赌圆梦还是资本做局？

腾讯网：恒大汽车的

接连操作，可以说是赚足

了眼球。如此火速地拉人

进入，登陆资本市场，被

外界质疑恒大在设计一个

资本局。过去 20 多年来，

许家印被人津津乐道的是

他的“抄底”能力，凭借着

数次精准抄底，他把一家

很小的公司发展成了世界

500 强。兜兜转转之后，

许家印擅长利用行业大周

期低谷的优点再次展现出

来，决定将宝押在新能源

车上。许老板造车能否成

功，或许只有等到恒大汽

车真正交付到消费者手

中，才能见分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