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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黄黄珮珮

◆特斯拉◆
销量老大市值飙升

对 2020 年上半年的特斯拉来说，“中
国市场”显然是其发展的关键词之一。

2020 年 1 月 8 日， 特斯拉上海超级工
厂正式投产，使其完成了从纯进口到上海独
资建厂的过渡；4 月 16 日， 宣布入驻天猫，
并开设全球第一家特斯拉官方旗舰店；5 月
1 日，为应对补贴新政启动“价格战”，Model
3 标准续航升级版通过降价叠加补贴，最终
售价降至 27.155 万元———Model 3 也由此
成为特斯拉首款低于 30万元的产品。 数据
显示，今年上半年，国产特斯拉 Model 3 产
量为 49800 辆， 在中国纯电动乘用车中排
名第一。

此外， 特斯拉在电池领域也动作频
频。 一方面，拉拢本土电池巨头宁德时代，
掀起“无钴电池”热潮；另一方面，扩大弗
里蒙特超级工厂规模，进一步加快自主研
发步伐。

步步为营的特斯拉， 市场认可度持续
提升。7 月 20 日，其股价大涨 9.47%至 1643
美元，市值超过 3000 亿美元，再次刷新纪
录，超过福特、法拉利、通用汽车和宝马的
总和，一举成为全球车企的“领头羊”。

然而， 高市值并不意味着就可以高枕
无忧。在销量数据不及传统车企、产品质量
常被用户投诉的情况下， 特斯拉想要 “躺
赢”并不现实。

◆大众汽车◆
豪掷巨资“联姻”中国企业

今年上半年，大众汽车集团在新能源
汽车领域的最大动作，恐怕就是高调入股

国轩高科和江汽控股了。
5 月 29 日，大众汽车集团官宣，将投资

10 亿欧元获得江汽控股 50%的股份， 同时
增持电动汽车合资企业江淮大众股份至
75%，并获得了后者的管理权。同时，还将投
资 11 亿欧元获得国轩高科 26%的股份，并
预计在 2020 年底成为其最大股东。

以上两笔投资，使大众汽车迅速完成
了在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从动力电池到
整车生产的战略布局，无论是从供应安全
还是本土化角度，都有利于大众汽车电动
化的长远发展。

近年来，大众并不吝啬在新能源汽车
领域下苦功夫， 但结果却并不如人意：今
年上半年，上汽大众、一汽大众等合资公
司的电动汽车销量可谓“不值一提”，江淮
大众推出的首款电动车思皓 E20X 在市场
上并未掀起太大水花， 首款基于 MEB 平
台打造的电动汽车 ID.3 更是还未面世就
宣布延期交付。

面对平平战绩， 大众汽车的选择是
“换帅”———7 月 1 日起， 迪斯不再兼任大
众汽车 CEO，接棒者为大众汽车原 COO
拉尔夫·布兰德斯塔特。 显然， 期待通过
“换帅”成为新能源汽车领域王者，能否
如愿还需打个问号。

◆宝马◆
马力全开推新车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导致车市整体低
迷，但对宝马来说，2020 年仍是其布局和发
展新能源汽车业务的关键一年。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宝马集团旗下
汽车全球销量为 96.3 万辆， 较去年同期暴
跌 23%。 然而记者注意到，在整体销量下滑
的背景下， 其电动汽车销量却实现了 3.4%
的逆势增长，达到 6.2 万辆。

新能源汽车业务的出色表现， 或是得
益于宝马在市场上的产品攻势：今年 2 月，
BMW 5 系插电式混合动力里程升级版正
式上市；7 月， 首款纯电动车全新 BMW
iX3 发布，并计划于年内正式推向市场；此
外， 宝马还计划明年推出宝马 i4 和宝马
iNEXT 等车型。 不仅如此，宝马还将加快
转型速度， 进一步布局电动化， 并计划到
2023 年共推出 25 款电动车型，其中一半以
上是纯电动汽车。

除了展开强大的产品攻势，宝马还携手
国家电网在华布局充电基础设施。 6 月 3
日， 宝马与国网电动汽车公司在北京正式
签署合作协议， 主要合作内容涵盖充电技
术研究和创新、充电服务产品合作和推广、
推动新能源车用新能源电力三个方面，力
求为用户构建全面的电动出行生态系统。

作为首家与国网电动汽车公司开启战
略合作的国际豪华汽车品牌， 宝马在电动
汽车生态和数字化服务领域的前景可期。
但值得注意的是， 新能源汽车赛道上实力
强劲的选手并不少， 宝马能否在未来继续
保持优势，关键还要看后劲如何。

◆奔驰◆
销量下滑深陷资金困境

今年上半年的戴姆勒，明显“手头有点紧”。
数据显示，今年 1—6，戴姆勒集团旗

下奔驰品牌在全球共售出新车 93.5 万
辆，同比下滑 17.6%，财务状况一度恶化
到了需要 “裁员砍业务” 度日的程度：4
月， 梅赛德斯奔驰宣布取消开发氢燃料
电池乘用车计划， 并将停产其目前唯一
的氢燃料电池车型 GLC F-Cell；7 月，戴
姆勒与合作了 15 个月的宝马也 “分手”
了———这其中不仅有压缩成本的原因 ，
更是因为双方在布局自动驾驶的道路上

出现了分歧。
但作为新能源汽车市场的主要阵地之

一，中国市场却没有被戴姆勒“舍弃”———
相反，戴姆勒选择继续加码。 7 月 3 日，戴
姆勒豪掷 9 亿元人民币投资孚能科技 (赣
州)有限公司，进一步强化其在华的新能源
汽车上游供应体系， 重点在提高动力电池
能量密度、缩短充电时间。

“这是一项双赢协议，不仅可以保障梅
赛德斯-奔驰在电动化战略进程中的动力
电池电芯供应， 也可以确保孚能科技计划
内的产能建设。 ”业内人士指出。

事实上，早在 2019 年，戴姆勒就在电
动汽车和自动驾驶开发领域投入重金，这
也是导致戴姆勒乘用车研发成本大幅上升
的主要原因。一边是日益上升的研发成本，
一边是销量下滑、入不敷出的经营状况，戴
姆勒想要走出困境，看来只能寄希望于“重
金培养” 的新能源汽车领域可以早日盈利
实现“反哺”了。

◆丰田◆
积极布局成果平平

今年上半年，丰田的日子同样不算
好过。 数据显示，今年 6 月，丰田汽车全
球销量同比下滑 29％。 其中，北美地区
销量同比下滑 26.7%至 14.83 万辆。 在
此形势下，中国市场先于其他各国的回
暖，让丰田看到了“救命”的希望。

在新能源汽车方面 ，4 月 22 日 ，合
资公司广汽丰田对外发布了纯电动新
车型 C-HR EV， 继续发力纯电动领
域。 与此同时，另一合资公司一汽丰田
在近两年也加快了新能源汽车导入速
度。5 月，一汽丰田宣布旗下首款纯电动
SUV———奕泽 E 进擎在天津新一工厂
正式下线；6 月，在天津成立一汽丰田新

能源分公司 ， 用以布局新能源汽车业
务 ； 此前的新一工厂也宣布新增了 12
万辆新能源车产能。

除了合资公司的积极布局， 丰田本
身也在固态电池领域持续深耕。 今年 2
月，丰田与松下成立合资企业，用于开发
和生产棱柱形锂离子电池及固态电池等
“下一代”电池。 此外，日本丰田还计划在
2020 年推出搭载硫化物固态电池的新能
源汽车，并于 2022 年实现量产。

然而，记者注意到，虽然丰田今年看
起来非常“忙碌”，但是市场成效却并不
显著，“做得多、回报少”。

◆本田◆
纯电动战略受挫

3 月销售 1 辆，4 月销售 2 辆，5 月销
售 893 辆……以上数据是本田 X-NV 在
今年上半年的部分销量。

作为本田汽车探路纯电动领域的首款
车型，本田 X-NV 的“头阵”显然“出师
不利”。

面对近乎惨烈的销量数据，本田并不
气馁，而是更积极地研发产品和布局电池
领域。 6 月 15 日，本田另一款纯电动车型
2020 款本田 VE-1 申报图片曝光， 预计
2020 年内上市；7 月，本田更是拿出 37 亿
元认购宁德时代 1%股份， 双方拟围绕动
力电池研究开发、供应、回收再利用等领
域深化合作。

事实上，此前丰田的重心并没有放在
纯电动技术路线上，而更多是向油电混合
动力或氢燃料电池汽车倾斜。 然而在以或
纯电汽车为主的新能源汽车领域，本田最
终还是需要向市场妥协了。 作为纯电动领
域的“新手”，本田究竟能不能成为下一匹
黑马，还需时间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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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黄珮

近日， 上汽集团与中国宝武钢铁集团
（以下简称“中国宝武”）传出“联姻”消息。
资料显示， 双方就氢能利用、 汽车综合用
材、智慧供应链、产业金融等签署了全面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 未来将共同促进燃料电
池车商业化， 并计划至 2025 年共同推动
10-20 座加氢站在示范区内落地。

“上汽集团在燃料电池领域研发推广
已经有 10 余年， 已经在市场上实现了燃
料电池乘用车和商用车的量产，而中国宝
武则在制氢、储氢、运氢、加氢等环节颇有
心得，双方的合作确实是名副其实的强强
联手。 ”一位不愿具名的车企人员对记者
表示。

有望破解氢源难题

记者了解到，截至于 2019 年底，我国
大陆共建成加氢站 61 座，但仅有少部分对
外运营。 由于氢能不易得、基础设施少、氢
气价格高等原因， 目前国内燃料电池汽车
的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

“但随着上汽与宝武的合作，氢能不易
得这一瓶颈有望被突破。 ”上海捷氢科技有
限公司总经理卢兵兵表示，“在规模效应的
带动下，用氢成本可降至 30 元/公斤以下。
这意味着燃料电池汽车全生命周期内的使
用成本可与燃油车相媲美。 ”

根据协议，中国宝武将发挥在制氢、储

氢、运氢、加氢等各环节的优势，为上汽集
团下属的燃料电池电堆和系统研发以及汽
车租赁等用氢单位提供氢能保障及服务、
燃料电池车落地试用的具体场景、 车辆运
行所需的氢能加注等配套设施。 而上汽集
团则将负责燃料电池汽车的研发、 量产规
划，同时根据应用场景需要，开发与之相适
应的燃料电池动力车辆；此外，还将支持中
国宝武在燃料电池核心部件金属双极板的
核心基材上，进行技术和产品的开发应用。

不仅如此，双方还计划在新材料开发、
成型技术、 超强钢开发与应用、 车身轻量
化、国内外智慧供应链、区块链及供应链金
融等领域开展合作。 “这样一来，不仅可以
提高燃料电池生产环节的国产化率， 也有
助于打通整个产业链。 ”卢兵兵认为。

双方合作优势明显

对于本次上汽集团和中国宝武的合
作，业内普遍认为是“强强联手”。那么双方
在氢燃料电池领域都分别有哪些优势？

资料显示，上汽集团早在 2001 年便开
始攻关燃料电池技术，经过多年发展，目前
已经掌握了燃料电池核心技术， 获得 511
项燃料电池领域相关专利， 并积极参与制
定了 15 项燃料电池国家标准，在业内的分
量着实不轻。 目前已向市场推出了多款燃
料电池车型， 其中包括上汽大通 MAXUS

EUNIQ 7 燃 料 电 池 MPV、 上 汽 大 通
MAXUS FCV80 燃料电池宽体轻客、 申沃
燃料电池客车、 上汽红岩燃料电池重卡等
产品，而新品上汽大通 MAXUS EUNIQ 7
燃料电池 MPV 也于今年 6 月成功下线，年
内即将正式上市。

“上汽燃料电池技术发展到今天，经历
了燃料电池从概念设计到商业化起步的发
展阶段，也经历来产品从无到有、技术从弱
到强的过程。 ”卢兵兵坦言。

而中国宝武则是在氢能利用产业链上
拥有丰富的氢资源和相关技术能力。 记者
了解到， 氢气是中国宝武钢铁制造过程中
的副产品， 目前的年产能约为 74 万吨，仅
宝钢股份宝山基地的氢资源就可供应 300
座加氢站，能满足 1.9 万辆公交车或 4.6 万
辆物流车氢能需求。

“中国宝武的氢气主要用于充当轧钢
加热炉中的保护气，利用率不高。而本次与

上汽集团合作发展氢燃料电池汽车， 中国
宝武可以把富余的氢气给汽车使用， 无疑
将大大提高氢气的利用率和经济效益。 ”上
述业内人生告诉记者。

氢燃料汽车发展瓶颈明显

“燃料电池汽车有四个优点：一是零
排放，从使用到报废都没有污染；二是长
续航里程，500-1000 公里； 三是多环境适
应性，可适应-30-45oC 的环境温度；四是
使用便利性，3-8 分钟可加满氢， 与燃油
车差不多。 ”卢兵兵指出，燃料电池汽车优
势明显，但就目前的发展来看，虽然上汽
集团与中国宝武的合作可以极大缓解氢
燃料汽车发展的最大瓶颈———氢的可获
得性问题，但氢燃料电池汽车的发展仍存
诸多制约因素。

比如， 发展燃料电池需要的材料和核

心零部件进口依赖问题严重， 氢燃料电池
车可靠性和耐久性待检验等， 都阻碍着燃
料电池汽车的普及和推广。

此外， 与燃料电池汽车整个产业相配
套的法律法规、 加氢站审批难也是发展燃
料电池汽车面临的“头疼事”。记者了解到，
目前， 国内一些地方为推进燃料电池汽车
的发展，出台了一些地方文件，但这些文件
没有统一性，在一些地方，企业甚至不知道
该去找哪个部门审批，无法开展工作。

“制氢、储氢、运氢、加氢，加氢站的建
设审批流程、标准规范、验收，虽然这些环
节目前国内都已经有了，但还不够完善。 ”
卢兵兵强调。

“氢燃料电池汽车由于排放物为水，环
保优势明显， 确实是未来汽车的重要发展
方向。 但眼下谈论氢燃料电池车的普及还
为时尚早，到 2025 年才有望突破 5 万辆。 ”
上述业内人士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