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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轮“芯片荒”或2023年缓解
天原胜德迎来
建司100周年

在迎来建司在迎来建司100100周周

年之际年之际，，上海天原集团上海天原集团

胜德塑料有限公司努力胜德塑料有限公司努力

践行践行““以客户为中心以客户为中心，，

以奋斗者为本以奋斗者为本，，精益创精益创

新新，，持正而行持正而行””的发展的发展

经营理念经营理念，，积极成为华积极成为华

谊集团内新材料及特种谊集团内新材料及特种

工程塑料应用研发服务工程塑料应用研发服务

的小巨人企业的小巨人企业。。

天原胜德创建于天原胜德创建于

19211921 年年，，目前已成为目前已成为

一家以生产汽车硬塑件一家以生产汽车硬塑件

和新型工程塑料件为和新型工程塑料件为

主主，，拥有注射成型拥有注射成型、、挤挤

出成型出成型、、吹塑成型吹塑成型、、模模具具

设计制造等综合配套能设计制造等综合配套能

力的高新技术企业力的高新技术企业，，是是

上海市首批认定的高新上海市首批认定的高新

技术企业和上海桑塔纳技术企业和上海桑塔纳

轿车共同体成员单位轿车共同体成员单位。。

胜德公司配套汽车胜德公司配套汽车

行业行业 3030 多年来的蓬勃多年来的蓬勃

发展发展，，得到上汽集团等得到上汽集团等

企业的大力支持和帮企业的大力支持和帮

助助。。从本部配套扩展到从本部配套扩展到

朱家角汽车件分厂朱家角汽车件分厂、、烟烟

台台、、仪征仪征、、武汉武汉、、郑郑

州州、、宁德等地配套汽车宁德等地配套汽车

塑料件塑料件，，为公司全面提为公司全面提

升打下坚实基础升打下坚实基础。。

（朱秋良）

近日近日，，百度百度ApolloApollo

三大中心正式落地广州三大中心正式落地广州

黄埔黄埔，，涵盖智能交通与涵盖智能交通与

车联网两大领域车联网两大领域，，分别分别

为百度智慧交通华南交为百度智慧交通华南交

付中心付中心、、百度智能交通百度智能交通

第二研发中心第二研发中心、、百度车百度车

联网联网（（广州广州））二级交付二级交付

中心中心。。

作为广州智能新基作为广州智能新基

建建设的一份子建建设的一份子，，百度百度

ApolloApollo此次三大中心的此次三大中心的

落地落地，，将进一步助力广将进一步助力广

州黄埔打造智能网联高州黄埔打造智能网联高

地地，，为大湾区乃至整个为大湾区乃至整个

华南地区持续深耕智能华南地区持续深耕智能

交通交通、、智能网联打下了智能网联打下了

坚实基础坚实基础。。 （李莉）

百度Apollo三大中心
落地广州黄埔

我国汽车零配件出口额
同比增长34.6%

根据海关总署发布根据海关总署发布

的最新数据显示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今年

11--88月月，，汽车零部件产汽车零部件产

品出口金额为品出口金额为31653165..88亿亿

元元，，同比增长同比增长 3434..66%%，，

相比相比 20192019 年同期年同期 312312..22

亿元的出口额亿元的出口额，，更是增更是增

长了长了99倍之多倍之多。。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中国汽车流通协会

售后零部件分会秘书长售后零部件分会秘书长

助理杨甫东提及助理杨甫东提及，，主机主机

配套配套 OEMOEM 其实少了其实少了，，

加上新能源车的转换加上新能源车的转换，，

很多零配件会产生变很多零配件会产生变

化化。。例如发动机例如发动机、、变速变速

箱相关的零部件箱相关的零部件，，随着随着

新能源车发展会发生下新能源车发展会发生下

行行，，但是底盘但是底盘、、电机电机、、

电池电池、、电控这些部分可电控这些部分可

能会上去能会上去。。而随着车龄而随着车龄

的增长和汽车普及量上的增长和汽车普及量上

去去，，售后也呈现出增长售后也呈现出增长

趋势趋势，，而且上升得非常而且上升得非常

快快。。 （罗列）

记者 吴琼

芯片严重短缺现象将芯片严重短缺现象将

很快结束的希望已经破很快结束的希望已经破

灭灭。。

正在举行的德国慕尼正在举行的德国慕尼

黑黑IAAIAA车展上车展上，，欧洲主流欧洲主流

车企齐齐发出预警车企齐齐发出预警。。宝马宝马

首席执行官齐普策寄希望首席执行官齐普策寄希望

于于20222022年年：：““我预计我预计，，未未

来来66至至1212个月内个月内，，芯片供芯片供

应仍会保持紧张局面应仍会保持紧张局面。。””

戴姆勒首席执行官康林松戴姆勒首席执行官康林松

更悲观更悲观，，““到到20232023年年，，汽汽

车行业可能很难找到足够车行业可能很难找到足够

的 半 导 体的 半 导 体 。。 20232023 年 以年 以

后后，，半导体短缺的严重程半导体短缺的严重程

度应该会有所减轻度应该会有所减轻。。””大大

众 汽 车 采 购 主 管众 汽 车 采 购 主 管 MuMu--

ratAkselratAksel 认为认为，，今年第三今年第三

季度季度，，全球汽车芯片供应全球汽车芯片供应

仍然吃紧仍然吃紧。。全球芯片产量全球芯片产量

至少提升至少提升1010%%，，才能满足才能满足

汽车产业的需求汽车产业的需求。。

全球汽车行业正在面全球汽车行业正在面

临第三轮临第三轮““缺芯潮缺芯潮””。。受受

东南亚新冠肺炎疫情的冲东南亚新冠肺炎疫情的冲

击击，，马来西亚为某汽车芯马来西亚为某汽车芯

片供应商的工厂停产后片供应商的工厂停产后，，

直接导致了芯片供应状况直接导致了芯片供应状况

恶化恶化，，从原先的从原先的MCUMCU荒荒

扩展到核心芯片荒扩展到核心芯片荒。。

半导体芯片的交货时半导体芯片的交货时

间进一步延长间进一步延长。。来自美国来自美国

萨斯奎汉纳金融集团追踪萨斯奎汉纳金融集团追踪

的数据显示的数据显示，，自今年自今年77月月

以来以来，，半导体芯片的交货半导体芯片的交货

时 间 增 加 了时 间 增 加 了 88 天 至天 至 2020..22

周周，，创下创下 20172017 年以来最年以来最

长交货时间纪录长交货时间纪录。。与此同与此同

时时，，芯片供应商不断涨芯片供应商不断涨

价价。。日前日前，，台积电发布了台积电发布了

““涨价将立即生效涨价将立即生效””的最的最

新通知新通知，，成熟工艺及先进成熟工艺及先进

工艺制程芯片的报价上涨工艺制程芯片的报价上涨

1010%-%-2020%%。。其中其中，，77纳米纳米

及以下的先进工艺涨幅在及以下的先进工艺涨幅在

1010%-%-1515%%，，成熟工艺涨成熟工艺涨

幅则高达幅则高达2020%%。。

在芯片供应紧张的当在芯片供应紧张的当

下下，，抢芯片抢芯片、、凑芯片凑芯片、、保保

生产生产，，已经成为今年中外已经成为今年中外

车企的重要工作之一车企的重要工作之一。。特特

斯拉斯拉 CEOCEO 马斯克在社交马斯克在社交

媒体中吐槽媒体中吐槽：：““抢芯片就抢芯片就

像抢厕纸像抢厕纸。。””

99月月，，不少中国车企不少中国车企

的生产负责人表示的生产负责人表示，，原计原计

划如果第三季度后芯片供划如果第三季度后芯片供

应形势得到缓解应形势得到缓解，，将加快将加快

生产节奏生产节奏，，抢回上半年减抢回上半年减

产带来的损失产带来的损失。。但按照现但按照现

在的芯片供应情况在的芯片供应情况，，预计预计

下半年抢生产的目标很难下半年抢生产的目标很难

完成完成。。因为芯片供应紧因为芯片供应紧

张张，，不少车企不得不停产不少车企不得不停产

或减产部分车型或减产部分车型，，并将有并将有

限的芯片限的芯片““拼凑拼凑””供应给供应给

紧俏车型紧俏车型。。这样一来这样一来，，生生

产管理难度加大产管理难度加大。。通用汽通用汽

车中国总裁柏历表示车中国总裁柏历表示，，过过

去不需要向芯片供应商了去不需要向芯片供应商了

解情况解情况，，直接向一级供应直接向一级供应

商催零部件即可商催零部件即可。。芯片供芯片供

应紧张后应紧张后，，现在公司已细现在公司已细

化到需要了解部分小零部化到需要了解部分小零部

件的多个供应商及地区分件的多个供应商及地区分

布布。。一旦单一供应商出现一旦单一供应商出现

意外情况意外情况，，临时无法供货临时无法供货

时时，，公司将迅速向其他区公司将迅速向其他区

域的供应商加大订单域的供应商加大订单，，以以

降低对整车生产的负面影降低对整车生产的负面影

响响。。

新车产量下降后新车产量下降后，，车车

价节节攀升价节节攀升。。今年今年 88 月月，，

美国汽车平均售价超过美国汽车平均售价超过

44..11 万美元万美元，，创下历史新创下历史新

高高。。不少消费者转而购买不少消费者转而购买

二手车二手车，，导致二手车价格导致二手车价格

走高走高。。考克斯汽车公司的考克斯汽车公司的

数 据 显 示数 据 显 示 ，， 今 年今 年 88 月月 ，，

ManheimManheim美国二手车价格美国二手车价格

指 数 稳 定 在指 数 稳 定 在 193193..77 的 高的 高

位位，，同比上涨同比上涨1818..33%%。。

由于芯片供应短缺由于芯片供应短缺，，

海外车企再次出现停产海外车企再次出现停产

潮潮。。通用汽车称通用汽车称，，88座北座北

美装配厂停产两周美装配厂停产两周，，而通而通

用汽车在北美地区共有用汽车在北美地区共有

1515 座装配厂座装配厂。。福特汽车福特汽车

宣布宣布，，堪萨斯城装配厂暂堪萨斯城装配厂暂

停生产皮卡两周停生产皮卡两周，，密歇根密歇根

州州、、肯塔基州的两家卡车肯塔基州的两家卡车

工厂工厂 （（生产生产 FF150150 皮卡皮卡））

也削减轮班班次也削减轮班班次，，从每天从每天

三班倒调整至一班三班倒调整至一班。。两大两大

美国车企的减产美国车企的减产，，将加剧将加剧

北美市场新车供应紧张局北美市场新车供应紧张局

面面。。公开数据显示公开数据显示，，今年今年

88月月，，美国经销商的新车美国经销商的新车

销量略低于销量略低于100100万辆万辆，，同同

比暴跌比暴跌 7272%%。。按此预期按此预期，，

今年美国新车总销量或为今年美国新车总销量或为

13091309 万辆万辆，，低于此前机低于此前机

构 预 计 的 年 化 销 量 为构 预 计 的 年 化 销 量 为

13101310万至万至14401440万辆万辆。。

慕尼黑国际车展于慕尼黑国际车展于99

月月77日至日至1212日举行日举行，，今年今年

是该展会从法兰克福转移是该展会从法兰克福转移

到慕尼黑后的首次亮相到慕尼黑后的首次亮相。。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

以来以来，，全球汽车工业和汽全球汽车工业和汽

车展会行业经受了一系列车展会行业经受了一系列

重大冲击重大冲击。。此次展会成为此次展会成为

观察汽车业发展的重要风观察汽车业发展的重要风

向标向标。。

今年的慕尼黑车展今年的慕尼黑车展，，

最大的亮点非最大的亮点非““电动汽电动汽

车车””莫属莫属。。此次车展上此次车展上，，

传统的燃油车型几乎销声传统的燃油车型几乎销声

匿迹匿迹，，各大厂商都将精力各大厂商都将精力

集中在电动车领域集中在电动车领域，，各式各式

各样的电动车型成为各大各样的电动车型成为各大

厂商的主打产品厂商的主打产品。。

德国汽车工业联合会德国汽车工业联合会

主席穆勒在展会上表示主席穆勒在展会上表示，，

欧洲将成为最先实现欧洲将成为最先实现““碳碳

中和中和””目标的地区目标的地区。。今年今年

的慕尼黑车展则是在交通的慕尼黑车展则是在交通

出行领域启动出行领域启动““碳中和碳中和””

行动的起点行动的起点。。

德国戴姆勒集团旗下德国戴姆勒集团旗下

的梅赛德斯的梅赛德斯--奔驰品牌发奔驰品牌发

布了纯电动商务型轿车布了纯电动商务型轿车

EQEEQE，，该车续航里程可该车续航里程可

达达660660公里公里。。德国宝马集德国宝马集

团展示的团展示的 BMW i VisionBMW i Vision

CircularCircular 概概念车采用念车采用 100100%%

可回收材料可回收材料。。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

署汽车行业专家迪比通托署汽车行业专家迪比通托

表示表示，，当前世界各国对于当前世界各国对于

大力发展电动车大力发展电动车，，特别是特别是

电池技术给予了明确支电池技术给予了明确支

持持。。各大汽车厂商也开始各大汽车厂商也开始

大力发展电动车型及相关大力发展电动车型及相关

服务服务。。近期近期，，德国电动汽德国电动汽

车销量超乎预期车销量超乎预期，，特别是特别是

上半年德国电动车销量首上半年德国电动车销量首

次超过柴油车次超过柴油车，，显示出这显示出这

一趋势正在加速一趋势正在加速。。

此次慕尼黑车展的主此次慕尼黑车展的主

办方德国汽车工业联合会办方德国汽车工业联合会

媒体负责人亨克表示媒体负责人亨克表示，，此此

次展会在名称中特别加入次展会在名称中特别加入

了了““出行出行””概念概念，，是慕尼是慕尼

黑车展做出的一次重大路黑车展做出的一次重大路

线调整线调整。。本次展会向世界本次展会向世界

呈现的是交通出行融合发呈现的是交通出行融合发

展的全新出行理念展的全新出行理念。。

今年有大量的自行车今年有大量的自行车

厂商参展厂商参展。。主办方认为主办方认为，，

这一现象符合此次慕尼黑这一现象符合此次慕尼黑

车展希望传递的信号车展希望传递的信号。。

迪比通托表示迪比通托表示，，今年今年

的慕尼黑车展释放出了汽的慕尼黑车展释放出了汽

车工业转向的强烈信号车工业转向的强烈信号。。

从展会的设计与布展到各从展会的设计与布展到各

参展商的展示参展商的展示，，再到诸多再到诸多

专业论坛的召开专业论坛的召开，，无不显无不显

示出汽车工业在低排放示出汽车工业在低排放、、

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探索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探索

与实践与实践。。特别是今年慕尼特别是今年慕尼

黑在会展中心与市中心之黑在会展中心与市中心之

间设置了专用的蓝色试驾间设置了专用的蓝色试驾

通道通道，，参观者可以在专用参观者可以在专用

的车道上试驾各种低排的车道上试驾各种低排

放放、、零排放的车型零排放的车型。。

此次车展上有众多科此次车展上有众多科

技企业亮相技企业亮相。。人工智能人工智能、、

自动驾驶自动驾驶、、物联网等一系物联网等一系

列新理念近年来已深深植列新理念近年来已深深植

根于汽车工业根于汽车工业。。亨克表亨克表

示示，，数字化是继电动化之数字化是继电动化之

后后，，汽车工业的又一重要汽车工业的又一重要

领域领域。。汽车工业将在未来汽车工业将在未来

聚焦于自动化和自动驾驶聚焦于自动化和自动驾驶

等核心问题等核心问题。。人工智能在人工智能在

汽车领域的更广泛应用将汽车领域的更广泛应用将

极大地推动交通出行领域极大地推动交通出行领域

的智能互联的智能互联。。

（摘编自《中国经济网》）

慕尼黑车展上的两大趋势

电动化成主流趋势

彰显出行融合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