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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9月车型销量榜：
特斯拉Model 3首登榜首

欧美日充电桩发展的两幅光景

据报道据报道，，英国汽车英国汽车

在 线 销 售 市 场在 线 销 售 市 场 AutoAuto

TraderTrader的数据显示的数据显示，，经经

销商在新车库存方面遇销商在新车库存方面遇

到了困难到了困难。。目前目前，，有有

1717%%车龄不超过一年的车龄不超过一年的

二手车价格比新车贵二手车价格比新车贵。。

上周上周，，由于汽车需由于汽车需

求求““异常强劲异常强劲””，，新车新车

供不应求供不应求，，英国消费者英国消费者

购买二手车所花费的金购买二手车所花费的金

额比去年同期多了约四额比去年同期多了约四

分之一分之一。。Auto TraderAuto Trader

的数据显示的数据显示，，上周上周，，一一

辆二手车的平均价格为辆二手车的平均价格为

1901819018 英镑英镑，，同比大幅同比大幅

上涨上涨2323..99%%。。

这是英国二手车价这是英国二手车价

格连续第格连续第 7676 周上涨周上涨，，

比比 44 月月 1212 日日 55..77%%的同的同

比涨幅高出比涨幅高出33倍倍。。这种这种

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受到

需求大幅增长的推动需求大幅增长的推动。。

根据根据 Auto TraderAuto Trader 网站网站

的搜索和广告浏览量的搜索和广告浏览量，，

与与 20192019 年疫情爆发前年疫情爆发前

的数据相比的数据相比，，需求增长需求增长

了了1919%%。。除了价格上涨除了价格上涨

之外之外，，汽车销售速度也汽车销售速度也

在加快在加快。。上周上周，，汽车离汽车离

开库存场地的平均时间开库存场地的平均时间

为为2323天天，，比比44月份快了月份快了

1717%%。。

Auto TraderAuto Trader 的 数的 数

据和分析主管理查德据和分析主管理查德··

沃克说沃克说：：““现在通货膨现在通货膨

胀引起了众多的关注胀引起了众多的关注，，

经济学家对那些价格大经济学家对那些价格大

幅上涨的零部件非常感幅上涨的零部件非常感

兴趣兴趣，，尤其是二手车尤其是二手车，，

它是英国近期通胀率的它是英国近期通胀率的

显著推动因素显著推动因素。。””

1010 月月 2525 日日，，研究研究

机 构机 构 JATO DynamicsJATO Dynamics

公布了公布了99月份欧洲最畅月份欧洲最畅

销汽车名单销汽车名单。。当月当月，，特特

斯拉斯拉ModelModel 33成为欧洲成为欧洲

最畅销的汽车最畅销的汽车。。这是电这是电

动汽车首次在欧洲月度动汽车首次在欧洲月度

销量中登顶销量中登顶，，也是纯电也是纯电

动车型销量首次超过内动车型销量首次超过内

燃机汽车的销量燃机汽车的销量。。

99月月，，特斯拉特斯拉ModMod--

elel 33 的注册量为的注册量为 2459124591

辆辆，，同比增长同比增长5858%%，，紧紧

随其后的是雷诺随其后的是雷诺 ClioClio、、

达契亚达契亚 SanderoSandero 和大众和大众

GolfGolf。。由于半导体供应由于半导体供应

短缺导致新车供应不短缺导致新车供应不

足足，，除了特斯拉除了特斯拉ModMod--

elel 33和现代途胜外和现代途胜外，，欧欧

洲其他销量排名前十的洲其他销量排名前十的

车型注册量均呈下降趋车型注册量均呈下降趋

势势。。其中其中，，大众大众 GolfGolf、、

雷诺雷诺 CapturCaptur 和欧宝和欧宝//沃沃

克斯豪尔克斯豪尔 CorsaCorsa 的销量的销量

暴跌暴跌4040%%左右左右。。

特斯拉特斯拉ModelModel 33和和

现代途胜荣登榜单并保现代途胜荣登榜单并保

持销量增速也不难理持销量增速也不难理

解解。。此前几个月此前几个月，，几乎几乎

所有车企在欧洲的销量所有车企在欧洲的销量

都同比下降都同比下降，，现代汽车现代汽车

是唯一一家在欧洲连续是唯一一家在欧洲连续

几月实现销量增长的车几月实现销量增长的车

企企。。特斯拉在欧洲市场特斯拉在欧洲市场

的表现也十分出色的表现也十分出色，，今今

年在欧洲的销量比去年年在欧洲的销量比去年

同期增长了同期增长了 7777%%。。JAJA--

TOTO表示表示，，““ModelModel 33能能

在欧洲市场获得如此优在欧洲市场获得如此优

秀的表现秀的表现，，得益于特斯得益于特斯

拉在季末集中的交付量拉在季末集中的交付量

推动推动。。因为在以往因为在以往，，99

月一直是特斯拉在欧洲月一直是特斯拉在欧洲

交付量强劲的月份交付量强劲的月份。。””

本报记者 林安东 综合外媒

芯片短缺，
英国二手车比新车更贵

欧美地区热情高涨

中国以及欧美地中国以及欧美地

区都在积极建设充电区都在积极建设充电

桩网络桩网络，，而到了日本而到了日本

这里这里，，又是另一幅光又是另一幅光

景景。。总部位于东京的总部位于东京的

日本地图厂商日本地图厂商 ZenrinZenrin

发 布 的 统 计 数 据 显发 布 的 统 计 数 据 显

示示，，截至今年截至今年 33 月月，，

日本的电动汽车充电日本的电动汽车充电

桩数量大约为桩数量大约为 22..9292 万万

根根，，低于上年同期的低于上年同期的

33..0303 万根万根。。这是该公这是该公

司自司自20102010年开始收集年开始收集

数据以来数据以来，，首次出现首次出现

下降下降。。早在早在 20132013 年年，，

日本内阁就通过补充日本内阁就通过补充

预算案预算案，，拿出拿出10051005亿亿

日元补贴金额日元补贴金额，，用于用于

建设充电桩并推动电建设充电桩并推动电

动汽车的普及动汽车的普及，，目标目标

是在未来是在未来 22 年内使日年内使日

本充电桩的数量达到本充电桩的数量达到

1010万根万根，，其中包括其中包括33..66

万根快速充电桩和万根快速充电桩和77..44

万根普通充电桩万根普通充电桩。。

随后随后，，丰田丰田、、本本

田田、、日产日产、、三菱三菱 44 大大

汽车厂商宣布汽车厂商宣布，，将向将向

有意设置充电桩的便有意设置充电桩的便

利店利店、、加油站加油站、、餐厅餐厅

等提供补贴等提供补贴，，涵盖设涵盖设

置费和维护费置费和维护费。。政府政府

补贴加上车企补贴补贴加上车企补贴，，

一些充电桩设置方甚一些充电桩设置方甚

至不用自己出资建设至不用自己出资建设

充电桩充电桩。。在补贴政策在补贴政策

的带动下的带动下，，日本充电日本充电

桩数量从桩数量从20132013年开始年开始

出 现 快 速 增 长出 现 快 速 增 长 。。

20132013--20172017 年年，，年均年均

增幅较大增幅较大，，虽然没能虽然没能

达到预期目标达到预期目标，，但也但也

从数千根增加至近从数千根增加至近 33

万根万根。。不过不过，，之后资之后资

金减少金减少，，充电桩的数充电桩的数

量增长非常缓慢量增长非常缓慢，，几几

乎陷入停滞乎陷入停滞。。

《《福布斯福布斯》》 指出指出，，

日本充电桩发展缓慢日本充电桩发展缓慢

的主因不是补贴退坡的主因不是补贴退坡

问题问题，，主要是因为日主要是因为日

本国内电动汽车发展本国内电动汽车发展

缓慢缓慢。。在不少日本消在不少日本消

费者看来费者看来，，无论是经无论是经

济实用的微型车济实用的微型车，，还还

是节能的油电混合动是节能的油电混合动

力 车 都 是 不 错 的 选力 车 都 是 不 错 的 选

择择，，他们并没有太多他们并没有太多

理由选择购买纯电动理由选择购买纯电动

汽车汽车，，对于充电桩的对于充电桩的

需求需求，，自然也就没那自然也就没那

么迫切了么迫切了。。

根 据根 据 e- Mobilitye- Mobility

EnergyEnergy 的预测的预测，，要想要想

让公共充电桩维持运让公共充电桩维持运

营营，，日本国内纯电动日本国内纯电动

汽车保有量需要达到汽车保有量需要达到

100100 万万--150150 万辆万辆，，但但

当前日本电动汽车市当前日本电动汽车市

场规模很小场规模很小。。今年今年 66

月月，，日本纯电动汽车日本纯电动汽车

销量仅为销量仅为13001300辆辆，，占占

整 体 市 场 份 额 的整 体 市 场 份 额 的

00..44%%。。

据据 《《汽车新闻汽车新闻》》

报道报道，，今年以来今年以来，，欧欧

洲新能源汽车市场持洲新能源汽车市场持

续保持高速增长续保持高速增长，，预预

计今年全年销量有望计今年全年销量有望

达到达到 200200 万辆以上万辆以上。。

而目前的公共充电桩而目前的公共充电桩

数量无法满足今后持数量无法满足今后持

续增长的需求续增长的需求。。此此

外外，，消费者对于电动消费者对于电动

汽车的汽车的““里程焦虑里程焦虑””

也会影响电动车市场也会影响电动车市场

的拓展的拓展。。大众汽车集大众汽车集

团充电和能源部门主团充电和能源部门主

管埃尔克管埃尔克··特梅表特梅表

示示，，充电基础设施仍充电基础设施仍

是决定电动汽车普及是决定电动汽车普及

速度的关键速度的关键。。充电不充电不

方便方便，，很多消费者就很多消费者就

不会购买电动汽车不会购买电动汽车。。

今年今年77月月，，欧盟欧盟

委 员 会 公 布委 员 会 公 布 Fit forFit for

5555 环保减排一揽子环保减排一揽子

计划计划，，旨在到旨在到 20302030

年将欧盟温室气体排年将欧盟温室气体排

放量相比放量相比 19901990 年排年排

放量减少放量减少 5555％％。。为为

了实现这一目标了实现这一目标，，欧欧

盟委员会要求各成员盟委员会要求各成员

国加快新能源汽车基国加快新能源汽车基

础设施建设础设施建设。。例如例如，，

要求各成员国确保主要求各成员国确保主

要道路每隔要道路每隔 6060 公里公里

就有就有11座电动汽车充座电动汽车充

电站电站，，各加氢站之间各加氢站之间

的最长距离不能超过的最长距离不能超过

150150公里公里。。

目前目前，，欧盟大约欧盟大约

有有 7070％的公共充电％的公共充电

桩集中在德国桩集中在德国、、法国法国

和荷兰和荷兰，，其他一些欧其他一些欧

盟国家甚至每百公里盟国家甚至每百公里

都没有都没有11根公共充电根公共充电

桩桩。。因此因此，，欧洲汽车欧洲汽车

制造商协会制造商协会（（ACEAACEA））

呼吁呼吁，，为了不让欧洲为了不让欧洲

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发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发

展受到掣肘展受到掣肘，，欧盟除欧盟除

了要加快充电桩基础了要加快充电桩基础

设施建设之外设施建设之外，，也要也要

缩小欧盟成员国之间缩小欧盟成员国之间

充电桩发展的巨大差充电桩发展的巨大差

距距。。

除了欧洲除了欧洲，，美国美国

电动汽车充电桩的分电动汽车充电桩的分

布也非常不均衡布也非常不均衡。。根根

据美国能源部的数据美国能源部的数

据据，，美国目前共有近美国目前共有近

44..33 万个公共电动车万个公共电动车

充电站和约充电站和约 1212 万根万根

充电桩充电桩。。其中其中，，加利加利

福尼亚州是美国电动福尼亚州是美国电动

汽车数量最多汽车数量最多、、充电充电

基础设施最发达的基础设施最发达的

州州，，该州的充电桩数该州的充电桩数

量几乎是充电桩最少量几乎是充电桩最少

的的 3939 个州的数量之个州的数量之

和和。。

宝马产品战略管宝马产品战略管

理副总裁安德烈亚理副总裁安德烈亚

斯斯··奥曼指出奥曼指出，，电动电动

汽车车主充电主要集汽车车主充电主要集

中在三大场所中在三大场所————

家家、、办公地和公共场办公地和公共场

所所。。““只有这些场所只有这些场所

的充电桩相互补充的充电桩相互补充，，

才能为消费者共同带才能为消费者共同带

来便捷的充电体验来便捷的充电体验。。

目前目前，，由于欧洲公共由于欧洲公共

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相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相

日本充电桩发展停滞

前不久，国内十一长假“高速公路充电排队4小时”

引发了众多讨论。随着全球各地都在大力发展新能源汽

车，“增设充电桩”这件事似乎在国内外都达成了共识。

通用汽车在10月26日宣布，作为7.5亿美元投资承诺

的一部分，将在美国和加拿大建设多达4万座充电站，以

此加大电动汽车的普及程度。

此前，美国参议院也投票通过了一项1万亿美元的基

础设施投资和就业一揽子计划，这是美国数十年来规模最

大的基建法案。其中，白宫将拨款75亿美元用于在美国

全国范围内安装充电设施。

对滞后对滞后，，电动汽车销电动汽车销

量的增长主要由家庭量的增长主要由家庭

和办公场所充电桩的和办公场所充电桩的

增量来驱动增量来驱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