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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上海工厂开工

“重量级选手”入场如何“搅动”车市？

特斯拉第一个海外超级工厂近

日在上海临港产业区正式开工建设，

这是第一个获批在中国独资建厂的

外资车企。 对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来

说，特斯拉国产化将带来“鲶鱼效应”。

不只是特斯拉，受益于一系列对外开

放政策的落地，近期大众汽车、宝马汽

车等越来越多的外资车企也在华建造

新能源汽车工厂，这都将促进新能源

汽车领域的竞争，“搅动” 中国汽车产

业生态。而对消费者而言，则会拥有更

丰富的新能源汽车产品的选择，也有

望享受市场竞争带来的降价“红利”。

特斯拉上海工厂是上海有史以

来最大的外资制造业项目，集研发、制

造、销售等功能于一体，全部建成运营

后，年产能将达

50

万辆纯电动整车。

工厂一期年生产规模为

25

万辆纯电

动整车，包括

Model 3

等系列车型。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电动车应用

的领导者。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

马斯克说，上海工厂将专门为中国市

场生产

Model 3

电动车和未来的新车

型。 工厂计划在

2019

年年底试产

Model 3

， 在初始阶段每周生产约

3000

辆

Model 3

，

2020

年实现量产。

不过， 高配版本的

Model 3

及其它特

斯拉车型仍由美国工厂生产。

对特斯拉来说，中国建厂的好处

不言而喻，一方面是成本的明显下降。

业内人士分析，国产化后，特斯拉有望

实现零配件国产化，再加上人力成本

下降和物流成本的降低，在同档次的

新能源汽车中，价格将颇有竞争力。

另一方面，特斯拉将能更加深入

挖掘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潜

力，形成规模效应。根据中国汽车工业

协会的数据，

2018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

销量预计将达

118

万辆，政府对新能

源汽车产业的支持十分坚定，并提出

到

2020

年产销

200

万辆以上， 累计

产销超过

500

万辆的目标。

“特斯拉国产化最大的影响就是

形成‘鲶鱼效应’。”全国乘用车市场信

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对记者说，特

斯拉技术先进，将促进国内车企加速

提升技术；特斯拉产业链逐步在国内

生根，将形成良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

的提升机会。

随着我国下调进口汽车关税、新

能源汽车外资股比放开等一系列对外

开放政策的落地，大众汽车、宝马汽车

等越来越多的外资车企在华建造新能

源汽车工厂。

华金证券研究报告称，海外优质

产能正在加速向中国转移，两三年内，

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将迎来很多“重

量级选手”，综合能力强的国内零部件

公司将凭借供应链红利发展壮大。

国内新能源整车制造企业则将

直面竞争与挑战。

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

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苍学俊说，尽

管我国车企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前

沿技术方面还有一定差距，但会在直

面和追赶一流国际车企中实现更快

成长。

特斯拉此前一直被视作“高端”

品牌， 此次通过国产化后推出价格较

为亲民的大众产品，将给消费者带来

更丰富的选择。

按照特斯拉最近公布的价格，目

前

Model 3

有三个版本， 两个美国产

的高配版本起售价格分别为

49.9

万

元和

56

万元，业内人士估算，未来国

产的低配版

Model 3

很可能会降至

40

万元以下。

上海的刘先生告诉记者， 自己

原本打算买燃油车， 但是一年多还

没拍到车牌， 于是打算选择不用传

统车牌的新能源汽车。“国产特斯拉

如果不到

40

万元能买到，的确很有

吸引力。 ”

记者了解到， 目前越来越多的

“高端”品牌开始生产面向大众消费

者的新能源汽车，普遍定价在

30

万

元至

40

万元区间。 早些年，

30

万元

至

40

万元基本是合资品牌汽车，如

今外商独资企业也闯进这个价格区

间， 白热化的竞争让各个车企必须

拿出更过硬的产品服务和更有竞争

力的价格争夺市场。

长安汽车新能源汽车事业部动

力研究院副院长金国庆说：“长安新

能源车型的用户群和价格定位与特

斯拉并不相同，经过多年的发展，长

安作为传统车企在产品开发、 质量

保障上有自己的优势， 我们会把优

势发挥到极致。 ”

（

据新华社电

）

新年伊始，一大批新规将陆

续开始实施，其中不乏与我们的

日常出行以及用车生活密切相

关的新政策新规定。比如新能源

补贴将再次退坡、二手车可以迁

出到更多省市、进京证开始限制

使用时长等。 为此，记者对今年

一些重点新规进行了整理汇总。

对原产于美国的汽车及零

部件暂停加征关税

3

个月

工信部、财政部、商务部、海

关总署、 质检总局等五部门在

2017

年

9

月联合发布了《乘用

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

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法》。 办

法规定， 从

2019

年度正式开始

设定新能源汽车积分比例要求，

2019

年度、

2020

年度，新能源汽

车积分比例要求分别为

10%

、

12%

。

2018

年年底， 工业和信息

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已经开

始要求乘用车企业按要求报送

生产或进口的乘用车燃料消耗

量与新能源乘用车相关数据。

目前，大部分中国品牌企业

已经开始通过在新能源汽车领

域的发力完成了积分任务。但行

业人士也指出，在油耗与新能源

汽车积分考核的双重压力下，排

分靠后的不达标企业或将迎来

兼并重组的命运。

二手车限迁政策继续放开

二手车全面取消限迁的呼

声其实一直存在，随着商务部明

确表示将加快修订《二手车流通

管理办法》， 二手车限迁的全面

取消成为一个必然趋势。

市场终端方面，得益于限迁

政策的逐渐放开，

2018

年我国

二手车销量呈现出蓬勃发展的

态势

,

交易量取得突破。 商务部

市场建设司司长郑书伟也公开

表示，未来商务部将从汽车流通

全链条着眼，积极推进汽车流通

改革，稳住汽车消费，促进形成

强大的国内市场。

实行车辆全国

“

通检

”

为了方便驾驶人异地验车，

以及办理车辆转籍等业务，公安

部陆续推出的交管改革新措施

将避免车主两头跑。

2019

年伊

始，越来越多的城市开放了办理

异地验车的服务，申请人可以在

机动车登记地以外的地方直接

验车、申领检验合格标志，无需

再办理委托检验手续。 此外，

新上牌的小型私家车可以在六

年内免上线， 这一优待措施在

2019

年还将持续。

得关注的是，“免上线”并不

意味着免年检，这些符合标准的

车主，在六年内仍需每两年一次

到交管部门领取检验合格证。不

过，一些

7

座车型则需每两年一

次对车辆进行上线检查。如果申

请人想要跨省（区、市）申领检验

标志，可以提前咨询当地交管部

门了解相关流程。

（

据

《

北京晚报

》）

2019年起

这些新规

将影响我们用车生活

方向盘前的

48

英寸超大共享全

屏、驾驶员触控屏和中央触控屏、全新

环抱式中控台设计、人脸识别、智能语

音助手、人车交互体验、自动驾驶……

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

2019

年美国消

费电子展（

CES

）上，拜腾智能电动汽

车

M-Byte

车型的亮相， 吸引了数百

名媒体记者和参展商的关注。

“只有和中国一起做， 才能做

好。 ”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智能电动

汽车企业拜腾的总裁兼联合创始

人、德国人戴雷给出这样的“秘籍”。

戴雷透露， 在

CES

登场的

M-

Byte

新款车年内将在中国南京的工

厂实现量产，

2019

年年底开始在中

国、欧洲和北美市场同步上市。

2016

年创立的拜腾，坚持“植根

中国，布局全球”的发展战略，将全

球运营总部、 智能制造基地及研发

中心都设在中国南京， 并在德国慕

尼黑、美国硅谷和圣克拉拉设立了

3

个分公司，负责车辆设计、产品概念

研发、智能汽车用户体验、自动驾驶

等前沿技术开发。

“之所以植根中国，是因为我们

认为中国是唯一可以做这个事情的

地方。 ”戴雷说，这不仅因为中国是

全球最重要的市场， 而且中国政府

很支持新能源汽车、 人工智能和互

联网等行业的发展。 中国的创新和

创业环境充满活力， 为企业提供了

很好的发展机遇。

他表示， 中国把科技创新作为

国家发展战略， 创业创新发展环境

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 拜腾作为一

家新能源、智能化创业企业，正是得

益于良好的发展环境。“搭乘‘中国

快车’使我们充满信心。 ”

戴雷认为， 中国将成为全球电

动车领域的“领头羊”。 中国政府在

新能源汽车研发方面的支持和投

入，将带来技术上的重大跨越。 中国

通过法规积极推进电动车产业发

展，发展进度超过预期，前景可期。

拜腾有一支国际化团队， 戴雷

和另一位联合创始人、 首席执行官

毕福康都是德国人， 在汽车领域有

丰富的从业经验。 全球

1500

名雇员

中，有三分之二在中国南京。 戴雷表

示， 拜腾电动车充分利用了德国的

汽车工程技术和设计资源， 车辆配

件的国产化率会逐步达到百分之

百。“智能电动汽车的研发是中德深

度技术合作的一个亮点。 ”

据介绍， 拜腾南京工厂占地达

1200

亩， 南京智能制造基地的五大车

间厂房已完成封顶， 计划将于今年

4

月展开设备调试，随后开始试生产。

戴雷表示， 目前拜腾已完成了

100

台样车， 通过了动力、 制动、风

洞、耐久、碰撞等一系列测试，希望

打造一个充满未来感、 豪华感的高

科技移动数字座舱， 为人们提供愉

悦的出行体验。

（

据新华社电

）

“和中国一起做才能做好”

———访智能电动汽车企业拜腾总裁戴雷

特斯拉上海工厂开工，计

划 2020年实现量产

外资“重量级选手”加速国

产化，“鲶鱼”来了

“高端”品牌闯进 40万元以

下区间，消费者将面临更多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