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证券报记者北京车展直击

软件定义汽车将引领行业风潮

本报记者 崔小粟

9月26日，延期5个月举办的2020年北京国际车展拉开帷幕。 随着巴黎车展、日内瓦车展因为疫情取消，北京车展成为今年以来全球唯一的A级国际车展。 根据车展组委会数据，2020年北京国际车展将展出新能源汽车160辆。 其中，

中国车企新能源汽车占据147辆。 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车成为本届车展当之无愧的主角。

在汽车行业“新四化”浪潮的推动下，各大车企对新能源汽车产品的战略投入迅速加大。 随着5G时代来临，软件定义汽车成为行业新焦点。

自主品牌新能源车高端化拓展

当前，不少自主品牌通过新能源车型冲击高端市场。 首款概念车岚图iLand全球首发两个月后，东风旗下新能源品牌岚图汽车又一款全新概念车岚图 iFree在北京车展首日亮相。 岚图汽车科技公司CEO兼CTO卢放表示，iLand和

iFree的到来，标志着岚图汽车在轿车、SUV市场的快速布局。

作为东风公司智造新事业，岚图承载着东风品牌向上和“新四化”转型的两大重要任务。 一方面，岚图要打造高端新能源乘用车产品，引领东风品牌向上发展；另一方面，探索创新管理机制模式，形成自主事业最佳运营实践，并试

图为自主品牌向上突围打造成功模板。 根据计划，从2021年起，岚图汽车每年将向市场投放至少一款新车；今后5年，岚图汽车产品将涵盖轿车、SUV、MPV等多个细分市场，不断扩展高端电动汽车产品阵容。

当日，岚图推出了ESSA智能电动架构。 作为新一代原生智能电动架构，ESSA以三电技术为核心，融合了WindLink4.0智能网联、L3及更高级别智能驾驶等核心配置，将提供MVP（Multi-choice� Valuable� Power）多场景新能源汽车动力

解决方案，拥有纯电和增程电动等多种方式。

北汽集团高端电动品牌ARCFOX的首款量产纯电SUV� ARCFOX� αT车展日开启预售发布。 此次ARCFOX� αT推出3种续航版本5款车型， 预售价格区间为25万-33万元。 ARCFOX-7、ARCFOX-GT等纯电动超跑车型此前已推

出，但本次车展亮相的αT为该品牌旗下首款量产车型。

去年凭借EU系列，北汽新能源拿下国内纯电动汽车销量冠军，但今年前8月销量同比下跌近八成。 因此，ARCFOX肩负着北汽集团自主品牌向上突破的重任。 业内人士指出，ARCFOX所处的高端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激烈，除了特

斯拉，广汽新能源、蔚来、威马、比亚迪、小鹏等品牌的主打车型今年以来销量均有不俗表现，使得30万元这一价格区间竞争更为激烈。

吉利汽车在既有高端品牌领克上推出了全新纯电架构SEA浩瀚平台。 吉利方面表示，浩瀚架构以硬件层、系统层和生态层，构建三位一体的立体化布局，通过硬件软件化、软件算法、云计算以及应用场景，形成一套完整的开发系

统。 基于该架构的首款纯电豪华轿跑概念车领克ZERO� concept在车展首日亮相，并将于2021年实现量产上市。

主机厂与供应商关系将重构

从此次北京车展的情况看，智能汽车时代软件定义汽车正在引领行业风潮，软件成为车企竞争的核心要素，主机厂和供应商的关系正在重构。

继去年高调亮相上海车展后，此次北京车展华为再次单独设展。 与在上海车展提出的“做汽车增量零部件供应商”有所不同，此次华为提出了智能驾驶、智能座舱、智能网联、智能电动和智能车云等智能汽车解决方案，展示了自

己的汽车业务布局。

2019年5月，华为成立了智能汽车解决方案BU（简称“车BU” ）。 华为车BU方面介绍，在车机系统层面，华为提出做MDC智能驾驶平台、智能座舱平台和智能电动平台。 在智能驾驶领域，华为主要提供自动驾驶研发的底层核心系

统；智能座舱则主要基于鸿蒙生态，打造车机版操作系统HOS；华为智能车云服务则基于大数据和AI能力，向车企提供自动驾驶云服务、高精地图服务、车联网云服务和V2X云服务四大解决方案。

在软件定义汽车的背景下，软件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ARCFOX�αT成为首批搭载华为新一代MH50005G芯片T-BOX的车型，实现5G智能电动汽车出行。 ARCFOX� BU总裁于立国表示：“与华为的合作不仅仅是5G，还有自动

驾驶、芯片、软件、云、人工智能、智能座舱、人机交互等。 华为的赋能全面数字化定义汽车。 ”北汽新能源总经理刘宇认为，与华为合作是一次变革，“ARCFOX负责硬件，华为负责软件，双方分工明确。 这是一种新的商业模式” 。

天际汽车董事长、CEO张海亮认为，造车新势力要提升竞争优势，必须基于新的电子电气架构，用“软件定义汽车” ，“如果不用新的电子电气架构，走标准化的软件开发流程，那就不是新势力造车，而是传统的汽车产业。 ”天际汽

车将在动力域、车身域、自驾域等方面发力，切换到基于服务的电子电气架构上去。

吉利控股集团总裁，吉利汽车集团CEO、总裁安聪慧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随着电动化和智能化带来的深刻变革，架构要做到软硬件深度融合。 安聪慧指出，在智能汽车时代，主机厂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及时做出调整，并通过O-

TA下发指令，供应商直接执行。 供应商的工作量将减少，相应的控制权将下降。 整车智能解决方案将给部分零部件企业带来巨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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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聪慧：架构是未来汽车业核心竞争力

□本报记者 崔小粟

“汽车主机厂必须掌握核心技术，而核心

技术就是架构开发能力。 未来行业竞争是平

台架构之间的竞争。 ” 吉利控股集团总裁，吉

利汽车集团CEO、 总裁安聪慧近日接受中国

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继CMA架构之后，吉利汽车集团在北京

车展前夕发布了以纯电驱动为核心的智能进

化体验架构SEA浩瀚。安聪慧认为，SEA架构

是吉利从汽车制造商向出行服务商科技转型

的重要成果。

三位一体立体化平台

浩瀚是吉利汽车历时4年、 投入超过180

亿元打造的，以硬件层、系统层和生态层三位

一体立体化布局平台。 浩瀚平台可以实现从

A级车到E级车的全尺寸覆盖， 满足轿车、

SUV、MPV、小型城市车、跑车、皮卡等车型

需求。

“传统的汽车企业在硬件层方面有长期

积累，在机械架构的设计、开发、验证、实验、

模拟、分析等方面具有优势。” 安聪慧表示，在

浩瀚架构中， 吉利注重把传统硬件优势与新

能源和软件结合。 比如，注重架构围绕电池开

发硬件层，以及围绕客户体验的软件开发层。

安聪慧介绍， 浩瀚OS整车智能开发系

统， 以从三域融合到中央集成的电子电气架

构为基础，通过硬件软件化、软件算法、云计

算以及应用场景，形成一套完整的开发系统。

核心芯片元器件未来将自主研发， 目前已经

实现的API接口超过4000个。

基于对未来出行的长期考量， 浩瀚架构

将重点科技创新集中在六个领域，包括空间、

三电、智能、自动驾驶、安全和性能。 以三电为

例，浩瀚架构采用了电驱动、电管理、电生态

的新三电理念。 全球首发NEDC工况下20万

公里无衰减，200万公里长寿命动力电池。 其

中，110kWh无模组CTP集成电池包的NEDC

续航里程超过700公里。 单电机实现最高

475kW功率输出， 搭载自主研发的高性能两

档电驱动变速器， 最大轮端载扭矩可达

8000Nm。 充电速率方面， 所能搭载的最大

800伏高电压系统， 可实现充电5分钟续航

120公里。

智能驾驶方面， 浩瀚架构已有了明确的

时间表。 安聪慧表示，基于浩瀚架构的个人车

辆， 将于2021年在结构道路实现高度自动驾

驶。2023年之前，在开放道路实现高度自动驾

驶。 同时，在浩瀚架构上开发的自动驾驶出租

车等智能交通工具， 将于2022年在结构道路

实现完全自动驾驶；2025年之前，在开放道路

上实现完全自动驾驶。

“自动驾驶来源于数据积累。吉利在数据

方面有多年的积累。 曹操专车虽然亏损，但我

们还在持续运营。 因为曹操对吉利而言不是

简单的出行公司， 其承载了浩瀚架构的数据

来源，包括用户需求、道路设施、基础道路数

据等。 ” 安聪慧说，“智能驾驶离我们并不遥

远。 自动驾驶需要依场景而判断，通过架构的

不断迭代， 可以快速实现场景的不断扩展与

完善。 ”

汽车是重要移动终端

车企向智能化转型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安聪慧说：“相比手机， 汽车是更重要的移动

终端，未来的汽车智能体验会比手机好。 ”

安聪慧介绍，浩瀚架构将推出全新的OS

整车智能解决方案，实现全场景、全生命周期

的FOTA（移动终端的空中下载软件升级）。

在浩瀚架构下， 智能电动汽车软件开发的时

间将缩短50%以上。

“为什么传统汽车迭代慢？这是一个整体

思维问题，我们现在正在改变这种状态。 ” 安

聪慧以空调举例：在传统汽车中，空调的控制

策略、执行策略在供应商手中。 主机厂如果想

把五档改成六档，要找供应商协调开发费用、

时间、集成等；供应商也需要流程、审批、验

证、实验等。 现在智能汽车可以根据客户的需

求，及时改变并通过OTA下发指令，供应商

直接执行。 供应商的工作量将减少，相应的控

制权将下降。 因此，整车智能解决方案将给部

分零部件企业带来巨大挑战。

安聪慧表示， 吉利希望浩瀚能够成为汽

车界更具有开放精神的纯电开发架构。

浩瀚OS通过硬件软件化，使软硬件成为

有机整体， 可实现多维度的交互体验和场景

构建。 基于浩瀚OS系统，传统意义的供应商

会成为吉利的开发伙伴，科技公司、个人用户

也可以在吉利的开放平台进行深入的定制化

开发。 安聪慧说，好的种子适配到好的土壤，

不断施肥、加水，在阳光雨露下茁壮成长，小

树才会长成大树。

此外， 吉利汽车计划将浩瀚架构推广至

其他品牌。 “浩瀚项目投入超过180亿元，可

以先在吉利控股集团旗下的品牌使用。 如果

外部品牌有意愿，吉利可以授权。 这样车企的

资金投入比自己开发要少得多， 开发新能源

汽车架构需要投入巨大资金。 ” 安聪慧表示，

“对外开放，共享架构，这是吉利朋友圈越来

越大的原因之一。 ”

架构是企业核心竞争力

基于浩瀚架构， 领克品牌首款智能电

动汽车ZEROconcept的量产版将于 2021

年上市。

事实上， 领克系列车型在各自细分市场

均取得不俗成绩。 根据吉利方面的数据，领克

05车型月均销量在4000辆以上，整体售价在

20万元以上的车型占80%。

安聪慧指出，领克产品得到消费者认同，

核心竞争力还是架构的体现。“架构是基础，

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管是领克，还是沃尔

沃、 吉利， 根据不同品牌的市场定位进行投

放。 ” 安聪慧表示。

2019年4月，吉利汽车发布了CMA架构。

该架构是由沃尔沃主导、 吉利与沃尔沃共同

研发的首个中级车基础模块架构。 安聪慧介

绍，CMA架构与SEA都可以满足自动驾驶、

智能座舱的技术需求，且二者并不冲突。 未来

CMA构架的重点将放在节能汽车上，而浩瀚

架构的重点将放在纯电动汽车上。 此外，

CMA主要是应用在A+级、B级车之上，而

SEA的架构可承载范围更广， 可实现从A级

车到E级车的全尺寸覆盖。

根据吉利方面的规划，基于浩瀚架构，从

2021年开始将有超过7个品牌， 总计超过16

款新车型陆续投放不同的细分市场。

值得关注的是， 近日上交所网站发布消

息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将于9月

28日召开2020年第83次上市委员会审议会

议， 届时将审议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的首

发事项。

吉利汽车作为整车生产企业， 冲刺科创

板的关键或是其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表现。

招股书显示，近年来，吉利汽车不断推行科技

转型， 深化实施产品平台战略、“安全第一”

战略、 能源多元化以及智能化的技术开发战

略。 发布了技术品牌“iNTEC人性化智驾科

技”“GKUI” 吉客智能生态系统，并将汽车

安全、健康生态、新能源、智能网联和自动驾

驶列为核心技术战略的发展领域。

安聪慧表示，在汽车“新四化” 的发展趋

势下，2021年将成为吉利科技转型与智能电

动汽车发展的全速之年。

广汽传祺：

数字化战略助力品牌价值提升

□本报记者 崔小粟 宋维东

在2020北京国际车展期间，广汽传祺发布了全新

的传祺M8。 这是公司深耕高端MPV市场的重要产品

之一，也是广汽传祺数字化战略的重要成果。

近年来，广汽传祺深入推进数字化转型升级，整合

优势资源，加快产品升级换代。 同时，高度重视品牌营

销，打造特色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品牌价值。

实施“金三角战略”

广汽传祺近日发布了品牌营销新战略———“金三

角战略” 。 该战略以“e-TIME行动” 计划为指针，以

顾客体验为中心，聚焦产品增值、科技增值和服务增值

三大板块，实现“为消费者增值、为经销商增益、为广

汽传祺赋能” 的目标。

为推进“金三角战略” 的落地，广汽传祺持续深化

“研产销一体化” 体制，聚焦资源、整合资源、提高效

率，贴近消费者，把握消费者需求，强化在整车研发、生

产制造、市场营销等全价值链板块的战略协同，打造超

越消费者期待的高品质产品， 给消费者提供更加多元

个性的购车选择。

广汽集团总经理冯兴亚表示，在消费升级时代，广

汽传祺要源源不断向消费者提供 “高颜值+高性价

比” 的产品，实现超越对手、领先同行的性价比。

“这一战略是我们一年多来思考的结果， 也是在

疫情之下对市场环境变化作出的对策。 ” 广汽乘用车

副总经理、广汽传祺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勇说。

李勇表示，“金三角战略” 紧紧围绕顾客和经

销商。 从主机厂的角度看，经销商也是广汽传祺的

客户。 以往，厂家、经销商和客户是线性关系，存在

信息反馈不及时等问题，导致厂家和客户的直接沟

通桥梁不通畅。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

发展，这种沟通壁垒可以被打破，为此提出了“金三

角战略” 。

具体来看，“为消费者增值” 主要体现产品的增

值、 科技感的提升和服务价值的提升。 “为经销商增

益” 指的是不仅要考虑汽车经销商的短期收益，还要

考虑企业和经销商面对市场波动时如何持续健康、聚

力发展下去；不只是实现销售，还要提升服务、金融、保

险等方面的业务能力及提供出行服务的能力。 “为广

汽传祺赋能” 即打通从源头开始的研产销一体化全链

条， 赋予为经销商服务的能力及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优

质产品和服务的能力。

推动数字化转型

近年来，广汽传祺抓住数字化趋势，积极打造“数

字传祺” 。 数字化建设推动广汽传祺在研发、渠道、客

户等方面全面升级。

研发方面， 广汽传祺实现了研发阶段全数字化设

计和全数字化测试；在采购环节，公司与500多家供应

商合作，建设全数字化供应链管理系统；在生产环节，

广汽传祺对旗下工厂及产品生产过程中进行数字化改

造，深入实施精益管理，提升产品质量保障能力。此外，

财务管理环节、营销环节等都建立了数字化系统。

在经销商层面， 广汽传祺对相应的硬件和软件进

行了升级， 打造数字化的智慧展厅， 推出 “云看车”

“云展示”“云体验” 等活动，全面提升客户的数字化

体验。

在消费者层面， 广汽传祺把所有服务功能集中到

广汽传祺APP中，实现从购车、选车到买车等一系列功

能，让客户得到全方位的数字化服务。 此外，广汽传祺

APP可以实现对全新传祺M8远程启动和远程操控等。

“通过数字化为经销商赋能、为客户提供便利。 同

时，提升了主机厂经营管理能力。 ” 李勇说。

2019年，广汽传祺在行业首创代步车服务，在全

国范围内投放超过8000辆代步车。 此外，公司提供了

“滴滴式救援服务” ，服务客户的能力进一步提升。 李

勇说，在数字化战略驱动下，广汽传祺正持续打造特色

服务体系。 目前公司拥有保有客户230万，为客户提供

优质的售后服务。

李勇表示，进入数字化时代，广汽传祺要充分利用

现代技术提供“一键式服务” ，做到“一键掌控” ，让客

户在选车买车的所有环节及维修保养的全过程， 实现

可视化、透明化，让客户安心、放心。

同时，要做到“一键触达” 。 李勇说，客户通过广

汽传祺APP，维修保养时只需在APP上点一下，售后

服务人员就会上门取车，同时提供代步车给客户。 车

辆维修结束后，售后服务人员把车辆还给客户，并把

代步车收回。

此外，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优化消费者出行场景。

“通过大数据分析， 广汽传祺改进并强化新的服务模

式，进一步推动渠道下沉。 ” 李勇说，“计划在2025年

前建成4S店580家、星级站850家，实现10万人口以上

县域乡镇网络覆盖率100%。 ”

提升品牌价值

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 汽车业发展遭遇挑

战。 同时， 合资品牌产品下探给自主品牌带来不小压

力。 业内人士表示，汽车市场品牌作用越发重要。 对于

自主品牌而言，提升自身品牌价值迫在眉睫。面对市场

新的变化及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形势， 要深刻认识到

“销量背后需要品牌和产品的双重支撑” 。

平安证券认为，品牌是车企重要的核心价值，品牌

的打造需要持久的资源投入。 汽车产品满足个性化需

求的部分需要独特的技术亮点支撑， 核心竞争力应是

难以复制并长期可持续性。电动汽车时代，成本控制与

独特技术亮点仍是核心竞争力，而渠道、营销模式、服

务模式的创新依赖于前两点。

经过多年发展，广汽传祺构筑了全矩阵产品体系，

并凭借技术和资源优势，占据市场重要地位。面对新的

市场环境，广汽传祺将推动产品换代升级。 同时，加快

转变思路，调整营销策略，提升品牌影响力，更好地适

应汽车市场变化。

上述人士表示，广汽传祺此次发布并实施“金三

角战略” ，有助于打造数字化服务体系，一改以往的消

费者、经销商与主机厂三者之间传统的线性关系，强化

沟通，转型升级的同时提升品牌整体价值。

中国证券报记者现场直击北京车展

软件定义汽车将引领行业风潮

□本报记者 崔小粟

9月26日， 延期5个

月举办的2020年北京国

际车展拉开帷幕。随着巴

黎车展、日内瓦车展因为

疫情取消，北京车展成为

今年以来全球唯一的A

级国际车展。根据车展组

委会数据，2020年北京

国际车展将展出新能源

汽车160辆。 其中，中国

车企新能源汽车占据

147辆。 自主品牌新能源

汽车成为本届车展当之

无愧的主角。

在汽车行业 “新四

化” 浪潮的推动下，各大

车企对新能源汽车产品

的战略投入迅速加大。随

着5G时代来临， 软件定

义汽车成为行业新焦点。

自主品牌新能源车高端化拓展

当前， 不少自主品牌通过新能源车型

冲击高端市场。 首款概念车岚图 iLand全

球首发两个月后，东风旗下新能源品牌岚

图汽车又一款全新概念车岚图 iFree在北

京车展首日亮相。 岚图汽车科技公司CEO

兼CTO卢放表示，iLand和 iFree的到来，

标志着岚图汽车在轿车、SUV市场的快速

布局。

作为东风公司智造新事业，岚图承载着

东风品牌向上和“新四化” 转型的两大重

要任务。 一方面，岚图要打造高端新能源乘

用车产品，引领东风品牌向上发展；另一方

面，探索创新管理机制模式，形成自主事业

最佳运营实践， 并试图为自主品牌向上突

围打造成功模板。 根据计划，从2021年起，

岚图汽车每年将向市场投放至少一款新

车； 今后5年， 岚图汽车产品将涵盖轿车、

SUV、MPV等多个细分市场，不断扩展高端

电动汽车产品阵容。

当日， 岚图推出了ESSA智能电动架

构。 作为新一代原生智能电动架构，ESSA

以三电技术为核心， 融合了WindLink4 .0

智能网联、L3及更高级别智能驾驶等核心

配 置 ， 将 提 供 MVP （Multi-choice�

Valuable� Power） 多场景新能源汽车动力

解决方案，拥有纯电和增程电动等多种方式。

北汽集团高端电动品牌ARCFOX的首

款量产纯电SUV� ARCFOX� αT车展日开

启预售发布。 此次ARCFOX� αT推出3种

续航版本5款车型， 预售价格区间为25万

-33万元。 ARCFOX-7、ARCFOX-GT等

纯电动超跑车型此前已推出， 但本次车展

亮相的αT为该品牌旗下首款量产车型。

去年凭借EU系列， 北汽新能源拿下国

内纯电动汽车销量冠军， 但今年前8月销量

同比下跌近八成。 因此，ARCFOX肩负着北

汽集团自主品牌向上突破的重任。业内人士

指出，ARCFOX所处的高端新能源汽车市

场竞争激烈， 除了特斯拉， 广汽新能源、蔚

来、威马、比亚迪、小鹏等品牌的主打车型今

年以来销量均有不俗表现，使得30万元这一

价格区间竞争更为激烈。

吉利汽车在既有高端品牌领克上推出

了全新纯电架构SEA浩瀚平台。 吉利方面

表示， 浩瀚架构以硬件层、 系统层和生态

层，构建三位一体的立体化布局，通过硬件

软件化、软件算法、云计算以及应用场景，

形成一套完整的开发系统。 基于该架构的

首款纯电豪华轿跑概念车领克 ZERO�

concept在车展首日亮相，并将于2021年实

现量产上市。

主机厂与供应商关系将重构

从此次北京车展的情况看，智能汽车时

代软件定义汽车正在引领行业风潮，软件成

为车企竞争的核心要素，主机厂和供应商的

关系正在重构。

继去年高调亮相上海车展后， 此次北

京车展华为再次单独设展。 与在上海车展

提出的“做汽车增量零部件供应商” 有所

不同，此次华为提出了智能驾驶、智能座

舱、智能网联、智能电动和智能车云等智

能汽车解决方案，展示了自己的汽车业务

布局。

2019年5月，华为成立了智能汽车解决

方案BU（简称“车BU” ）。 华为车BU方面

介绍，在车机系统层面，华为提出做MDC智

能驾驶平台、 智能座舱平台和智能电动平

台。 在智能驾驶领域，华为主要提供自动驾

驶研发的底层核心系统； 智能座舱则主要

基于鸿蒙生态，打造车机版操作系统HOS；

华为智能车云服务则基于大数据和AI能

力，向车企提供自动驾驶云服务、高精地图

服务、 车联网云服务和V2X云服务四大解

决方案。

在软件定义汽车的背景下， 软件将扮

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ARCFOX� αT成为首

批 搭 载 华 为 新 一 代 MH50005G 芯 片

T-BOX的车型， 实现5G智能电动汽车出

行。 ARCFOX� BU总裁于立国表示：“与华

为的合作不仅仅是5G， 还有自动驾驶、芯

片、软件、云、人工智能、智能座舱、人机交

互等。 华为的赋能全面数字化定义汽车。 ”

北汽新能源总经理刘宇认为， 与华为合作

是一次变革，“ARCFOX负责硬件，华为负

责软件，双方分工明确。 这是一种新的商业

模式” 。

天际汽车董事长、CEO张海亮认为，造

车新势力要提升竞争优势，必须基于新的电

子电气架构，用“软件定义汽车” ，“如果不

用新的电子电气架构，走标准化的软件开发

流程，那就不是新势力造车，而是传统的汽

车产业。 ” 天际汽车将在动力域、车身域、自

驾域等方面发力，切换到基于服务的电子电

气架构上去。

吉利控股集团总裁 ， 吉利汽车集团

CEO、 总裁安聪慧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随

着电动化和智能化带来的深刻变革，架构要

做到软硬件深度融合。 安聪慧指出，在智能

汽车时代，主机厂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及时

做出调整，并通过OTA下发指令，供应商直

接执行。 供应商的工作量将减少，相应的控

制权将下降。整车智能解决方案将给部分零

部件企业带来巨大挑战。

新华社图片

制图/韩景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