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公司争相“驶入”智能汽车赛道

华为将赋能车企制造面向未来的汽车

● 本报记者 张兴旺 崔小粟

华为副董事长、轮值董事长徐直军日前表示，汽车产业需要华为的 ICT能力，帮助他们造出面向未来的汽车。 此外，大疆也宣布进军汽车业。 业内人士指出，智能汽车被认为是下一个最具前

景的智能终端，汽车电子产业进入新一轮技术革新周期，其渗透率及价值都将得到大幅提升。 在此背景下，科技公司纷纷从幕后走向汽车产业台前。

赋能车企

作为全球 ICT（信息通信技术）产业领先企业，华为多次明确表示，华为不造车。

4月12日，在2021华为全球分析师大会上，华为副董事长、轮值董事长徐直军称：“大家觉得华为应该造车，华为有品牌和技术能力。 但华为不造车是经过多年讨论、慎重决策的。 ”

徐直军介绍，华为2012年开始研究汽车相关技术，并成立了车联网实验室，当时还没有智能汽车和自动驾驶的概念，只有电动汽车的概念，华为最早是想研究电动汽车所需要的技术。

“华为的技术在汽车上的应用越来越多、越来越广。 ICT能力对于自动驾驶、电动汽车越来越有价值。 ”徐直军表示，“2018年，华为高层明确，不造车，帮助车企造好车。 这个决策一直没有变。 ”

2019年10月，徐直军表示，华为主要从五个方面帮助车企造好车，包括智能网联，致力于把车与云、车与车、车与物、车与周边联起来；智能驾驶；智能座舱以及智能电动。 此外，提供一系列帮助车

企研发创新及支持出行服务的云服务。

“汽车行业走到了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时点，发展方向是电动化和智能化。 ” 3月31日，华为副董事长胡厚崑表示，华为的定位是智能汽车增量部件供应商。

华为在2020年年报中表示，将 ICT产业延伸至智能汽车领域，通过智能网联、智能驾驶、智能电动、智能座舱和智能车云打造智能汽车解决方案，做智能网联汽车的增量部件供应商，帮助车企“造

好”车，造“好车” ，与产业伙伴携手构建美好的智能出行世界。 在智能汽车解决方案领域，30多个基于开放的计算与通信架构和数字化平台的智能化部件将陆续上市。

深度合作

“今年的目标是活下来，但争取活得好一点。 ” 4月12日，徐直军在2021华为全球分析师大会上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

要想活得好一点，智能汽车业务成为华为的一个突破口。

徐直军表示：“智能汽车是华为重点投资的产业。我们致力于投资自动驾驶软件，目标是实现无人驾驶。希望通过强力投资自动驾驶软件，推动汽车行业的网联化、智能化、电动化和共享化，推动

汽车行业和ICT行业走向融合。 今年我们对智能汽车部件的研发投资将超过10亿美元。 我们将选择一些伙伴进行深度合作，用华为inside的方式与车企打造一些子品牌汽车，赋能车企。 ”

徐直军介绍，华为选择了三个伙伴共同打造三个子品牌，包括与北汽合作推出一系列车型，未来还将与广汽、长安汽车打造汽车领域的子品牌。 “在4月份的上海汽车展上，‘华为inside’ 合作模

式的汽车会在市区给大家提供自动驾驶体验。 ”徐直军说。

空间广阔

智能汽车赛道很热闹，除了华为，近日大疆也宣布进军汽车产业。

4月12日，大疆推出旗下智能驾驶业务品牌“大疆车载”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大疆2016年就开始了车载业务。“大疆车载”将于4月19日在上海车展上亮相。 大疆方面表示，“业务聚焦智能驾

驶系统与软硬件方案，帮助车企快速造出能买得起的智能汽车。 ”

此前，大众汽车中国CEO冯思翰表示，在视觉信息处理领域与大疆合作研发基于各种场景的自动驾驶技术，计划于2023年至2024年搭载上车。

大疆的定位与华为类似，专注为整车企业提供软硬件解决方案。 大疆与华为均有激光雷达产品，且已被整车厂认证。 软件方面，大疆基于其无人机业务，视觉识别能力储备深厚。

佐思汽研发布的《2020-2021年ADAS与自动驾驶Tier1供应商研究报告》指出，以华为为代表的新兴Tier1，其合作模式直接渗透进OEM，深度参与产品研发。

进入2021年，科技公司纷纷从幕后走向前台，在汽车领域密集发声。 对此，小鹏汽车董事长兼CEO何小鹏表示，“今年大概有数家科技企业可能成为不同模式的造车新势力。 ”

汽车行业分析师梅松林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智能手机市场逐渐饱和，智能汽车被认为是下一个最具前景的智能终端，也是万亿美元级公司诞生的行业。

安信证券认为，汽车电子产业将成为继家电、PC和手机之后又一次全产业链级别的大发展机遇。 汽车电子产业进入新一轮技术革新周期，其渗透率及价值都将得到大幅提升，市场空间超万亿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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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牛电动CEO李彦：

进入“2.0” 时代 聚焦城市微出行

●

本报记者 崔小粟

“小牛电动不会造汽车。 公司未来将

主要聚焦短出行、微出行，满足城市通勤、

骑行玩乐等场景。 ” 小牛电动CEO李彦日

前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小牛

已经进入“2.0” 时代，正式进军微出行领

域。 下一阶段的目标是，5年后年销售量达

到600万辆。

迎来换购高潮

两轮电动车成为不少人对交通工具的

新选择。 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报告，中国已

是世界上最大的两轮电动车生产、消费以及

出口国，保有量突破三亿辆，近十年的年产

量在2500万辆-3500万辆左右。

新国标施行后， 两轮电动车迎来一

波换购高潮。 2019年4月15日， 新国标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开始实施，

对两轮电动车分类明晰， 提高生产资质

和技术要求，落后产能将加速出清。 行业

规范性提升，市场向头部企业集中。 新国

标分类明确， 开启了两轮电动车换车热

潮。 数据显示，2020年，两轮电动车销量

同比增长23%，达到4760万辆，成为近十

年的高点。

在这种情况下，厂商对两轮电动车的

开发全面开花。 近期，小牛电动升级了产

品矩阵，推出GOVAF0、GOVAC0及小牛

电动滑板车等十款产品， 覆盖了电摩、电

动自行车和滑板车。

李彦表示，行业优胜劣汰，低端产能

出清，传统两轮车步入存量阶段。 加之新

国标的推行，智能化、锂电化是发展趋势。

小牛已经进入“2.0” 时代，正式进军微出

行领域， 下一阶段的目标是5年后年销售

量达到600万辆。

李彦介绍，小牛电动在多个维度进行

了升级。 在大数据驱动的“智能2.0” 下，

小牛将充分利用大数据分析系统，基于用

户的骑行习惯打造定制化体验；在“动力

2.0” 方面，小牛全新升级第7代AI动力锂

电系统科技， 在五维动态感知算法支持

下，提供高效稳定的动力体验；而“产品

2.0”则指向跨越更多场景的使用。

渠道方面，李彦表示，小牛电动倡导

多产品、多种销售模式，积极拓展国内及

海外渠道， 加速挖掘全线城市消费潜力，

优化及加快终端门店布局，扩大国内下沉

市场及海外潜力市场的消费增量，争取实

现覆盖全球市场的“网络2.0” 。

中信证券研报显示，两轮电动车作为

重要交通工具，全球年销量2.3亿辆，市场

空间800亿美元。随着新增购买、换购等需

求，未来5-6年全球销量预计仍维持5%左

右的增速。 据测算，高端锂电车型和传统

车型价差将不断缩小，但高端锂电车型的

不断渗透将显著提升，2025年两轮电动车

行业可望冲击千亿规模。

智能化是趋势

随着智能化的深化发展， 两轮电动

车行业智能化趋势日益明显。

近日发布的《电动车出行白皮书》显

示， 我国电动两轮车产业经过20多年发

展，市场规模已达全球第一。 行业加速数

字化转型步伐，企业纷纷推出更加智能的

产品，主要表现为GPS和通信两大模块的

智能化，包括中控、蓝牙、手机、电子穿戴

等基于用户习惯、用车习惯等大数据综合

智能化应用。

3月27日， 雅迪发布了旗下首款AI智

能电动车———冠智2.0系列，搭载全场景智

能音控系统， 支持APP远程控车、AI语音

操控；4月7日， 哈啰电动车发布智能两轮

电动车操作系统VVSMART。 该系统涵

盖人车互动、车辆安全、售后服务、出行生

活等领域，实现手机和电动车的连接。 4月

10日，爱玛发布了A500及爱玛智行系统。

该车型在智能锁、智能防盗、智能交互系

统方面有所突破。

小牛电动于4月7日宣布， 将在网络、

动力、智能、产品上全面升级。 具体看，小

牛电动将充分利用大数据分析系统，基于

用户的骑行习惯，打造定制化体验；动力

方面， 小牛全新升级第7代AI动力锂电系

统科技，能提供高效稳定的动力体验。 产

品方面，小牛电动可以跨越更多场景。

李彦表示，四轮电动汽车的相关技术

超越了两轮电动车，但两轮电动出行行业

的技术平台在向四轮汽车看齐。 一些应用

在两轮电动车上的技术，其实在汽车上已

经使用了很长时间，“要做的是把这些在

汽车上已经应用的智能技术以低成本方

式放在两轮车上。 ”李彦说。

对于小牛会否进阶做四轮车领域？ 李

彦表示，小牛定位城市的微出行和单人出

行。 “一辆汽车占的道路资源可放4辆两

轮电动车，汽车和两轮车的出行理念相违

背。 未来，公司仍将主要聚焦短出行、微出

行，满足城市通勤、骑行玩乐等场景。 ”李

彦说。

科技公司争相“驶入” 智能汽车赛道

华为将赋能车企制造面向未来的汽车

华为副董事长、轮值董事

长徐直军日前表示，汽车产业

需要华为的ICT能力， 帮助他

们造出面向未来的汽车。 此

外， 大疆也宣布进军汽车业。

业内人士指出，智能汽车被认

为是下一个最具前景的智能

终端，汽车电子产业进入新一

轮技术革新周期，其渗透率及

价值都将得到大幅提升。在此

背景下，科技公司纷纷从幕后

走向汽车产业台前。

●

本报记者 张兴旺 崔小粟

赋能车企

作为全球ICT （信息通信技术）产

业领先企业，华为多次明确表示，华为

不造车。

4月12日，在2021华为全球分析师

大会上，华为副董事长、轮值董事长徐

直军称：“大家觉得华为应该造车，华为

有品牌和技术能力。但华为不造车是经

过多年讨论、慎重决策的。 ”

徐直军介绍，华为2012年开始研究

汽车相关技术， 并成立了车联网实验

室，当时还没有智能汽车和自动驾驶的

概念，只有电动汽车的概念，华为最早

是想研究电动汽车所需要的技术。

“华为的技术在汽车上的应用越

来越多、越来越广。 ICT能力对于自动

驾驶、电动汽车越来越有价值。 ” 徐直

军表示，“2018年，华为高层明确，不造

车，帮助车企造好车。 这个决策一直没

有变。 ”

2019年10月，徐直军表示，华为主

要从五个方面帮助车企造好车， 包括

智能网联，致力于把车与云、车与车、

车与物、车与周边联起来；智能驾驶；

智能座舱以及智能电动。 此外，提供一

系列帮助车企研发创新及支持出行服

务的云服务。

“汽车行业走到了数字化转型的关

键时点，发展方向是电动化和智能化。”

3月31日，华为副董事长胡厚崑表示，华

为的定位是智能汽车增量部件供应商。

华为在2020年年报中表示，将ICT

产业延伸至智能汽车领域，通过智能网

联、智能驾驶、智能电动、智能座舱和智

能车云打造智能汽车解决方案，做智能

网联汽车的增量部件供应商，帮助车企

“造好” 车，造“好车” ，与产业伙伴携

手构建美好的智能出行世界。 在智能汽

车解决方案领域，30多个基于开放的计

算与通信架构和数字化平台的智能化

部件将陆续上市。

深度合作

“今年的目标是活下来，但争取活

得好一点。 ” 4月12日，徐直军在2021华

为全球分析师大会上回答媒体提问时

表示。

要想活得好一点，智能汽车业务成

为华为的一个突破口。

徐直军表示：“智能汽车是华为重

点投资的产业。 我们致力于投资自动

驾驶软件，目标是实现无人驾驶。 希望

通过强力投资自动驾驶软件， 推动汽

车行业的网联化、智能化、电动化和共

享化，推动汽车行业和ICT行业走向融

合。 今年我们对智能汽车部件的研发

投资将超过10亿美元。 我们将选择一

些伙伴进行深度合作，用华为inside的

方式与车企打造一些子品牌汽车，赋

能车企。 ”

徐直军介绍，华为选择了三个伙伴

共同打造三个子品牌，包括与北汽合作

推出一系列车型， 未来还将与广汽、长

安汽车打造汽车领域的子品牌。 “在4

月份的上海汽车展上，‘华为inside’

合作模式的汽车会在市区给大家提供

自动驾驶体验。 ” 徐直军说。

空间广阔

智能汽车赛道很热闹， 除了华为，

近日大疆也宣布进军汽车产业。

4月12日， 大疆推出旗下智能驾

驶业务品牌“大疆车载” 。 中国证券

报记者了解到，大疆2016年就开始了

车载业务。“大疆车载” 将于4月19日

在上海车展上亮相。 大疆方面表示，

“业务聚焦智能驾驶系统与软硬件方

案，帮助车企快速造出能买得起的智

能汽车。 ”

此前，大众汽车中国CEO冯思翰表

示，在视觉信息处理领域与大疆合作研

发基于各种场景的自动驾驶技术，计划

于2023年至2024年搭载上车。

大疆的定位与华为类似，专注为整

车企业提供软硬件解决方案。 大疆与华

为均有激光雷达产品，且已被整车厂认

证。软件方面，大疆基于其无人机业务，

视觉识别能力储备深厚。

佐思汽研发布的 《2020-2021年

ADAS与自动驾驶Tier1供应商研究报

告》指出，以华为为代表的新兴Tier1，

其合作模式直接渗透进OEM， 深度参

与产品研发。

进入2021年，科技公司纷纷从幕后

走向前台，在汽车领域密集发声。 对此，

小鹏汽车董事长兼CEO何小鹏表示，

“今年大概有数家科技企业可能成为不

同模式的造车新势力。 ”

汽车行业分析师梅松林向中国证

券报记者表示， 智能手机市场逐渐饱

和，智能汽车被认为是下一个最具前景

的智能终端，也是万亿美元级公司诞生

的行业。

安信证券认为，汽车电子产业将成

为继家电、PC和手机之后又一次全产

业链级别的大发展机遇。汽车电子产业

进入新一轮技术革新周期，其渗透率及

价值都将得到大幅提升，市场空间超万

亿元。

★★

★★

★★

多家车企

一季度业绩大幅预增

●

本报记者 金一丹

受益于持续增长的汽车消费需求，一汽解放、长安汽车等车企

预计一季度净利润实现大幅增长。3月份，乘用车产销量稳步提升，

新能源车备受市场青睐。

业绩大幅增长

一汽解放预计，2021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16.5亿元至18.3亿元， 同比增长804.14%至902.77%；2020

年同期盈利1.82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一汽解放2020年一季度合并报表利润中包含

资产重组中置出资产一汽奔腾轿车有限公司亏损4.96亿元。 剔除

该部分影响后，公司预计净利润同比增长143.19%至169.71%。

一汽解放表示， 报告期内， 国内商用车市场继续保持较快增

长，公司主营产品产销量同比大幅增长。 一季度，公司共实现整车

销量19.1万辆，同比增长76.8%。

长安汽车预计，1至3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

亿元至10亿元； 预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6亿元至

8.5亿元；而2020年同期亏损17.93亿元。

业绩快报显示， 长安汽车2020年实现营业总收入845.66亿

元，同比增长19.7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3.24亿

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6.47亿元。长安汽车表示，利润增长主要是公

司产品销量增长，产品结构优化，自主业务盈利能力持续改善，合

资业务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产销量扩大

3月份，乘用车市场产销量继续扩大，新能源汽车备受市场青睐。

乘联会数据显示，3月份， 乘用车市场零售达到175.2万辆，同

比增长67.2%。 乘用车生产182.1万辆，同比增长86.0%。 3月份，新

能源乘用车批发销量达到20.2万辆，环比增长101.1%，同比增长

261.3%。

头部车企产销量保持高增长，产品结构不断调整。

车企产销快报显示， 上汽集团3月份产量合计49.92万辆，

2020年同期为20.62万辆；一季度累计产量为120.3万辆，同比增长

82.97%。 销量方面，3月份销量为49.29万辆，2020年同期为23.16

万辆；一季度累计销量为114.24万辆，同比增长68.24%。

江淮汽车3月份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SUV）及纯电动乘用

车产销量增长较快，基本型乘用车（轿车）产销量同比有所下降。

3月份，江淮汽车SUV产量为1.6万辆，同比增长216.37%；纯

电动乘用车产量为9557辆，同比增长347.63%。 一季度，SUV累计

产量为4.17万辆， 同比增长284.31%； 纯电动乘用车累计产量为

2.43万辆，同比增长381.79%。

销量方面，3月，SUV销量为1.53万辆， 同比增长308.99%；纯

电动乘用车销量为9200辆，同比增长360.46%；一季度，SUV累计

销量为4.06万辆，同比增长305.79%；纯电动乘用车累计销量为2.4

万辆，同比增长385.61%。

值得注意的是，江淮汽车3月份基本型乘用车（轿车）的产销

量分别下降36.8%、25.35%。

中信证券指出，3月份， 乘用车销量187.4万辆， 环比增长

62.2%，符合预期。 从商用车板块看，重卡和轻卡单月销量再创新

高，表现亮眼。 新能源车销量超预期，爆款产品推动景气度上行。

混动化有望提速

近日， 工信部公示了2020年度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

新能源汽车积分情况。 2020年，我国境内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正

积分为432.23万分， 负积分为1177.05万分； 新能源汽车正积分为

434.94万分，负积分为108.05万分。正负相抵后，2020年乘用车平均

燃料消耗量净负积分744.8万分，新能源汽车净正积分326.89万分。

据安信证券统计， 新能源汽车正积分前五的车企分别是特斯

拉、比亚迪、上汽通用五菱、广汽乘用车、江淮汽车；新能源汽车负

积分前五的车企分别是上汽大众、东风汽车、广汽本田、上汽通用、

东风本田。

安信证券指出，2020年全行业共形成417.9万分的积分缺口。

按照最新规定，企业2020年度产生的新能源汽车负积分，可以使

用2021年度产生的新能源汽车正积分进行抵偿。 即便如此，预计

新能源正积分仍然难以满足燃料消耗量负积分的需求。 根据当前

的双积分管理规则，乘用车企业在其负积分抵偿归零前，只能申报

油耗限值以内的新产品，双积分的压力或加速行业出清。

安信证券表示，自2020年以来，传统车企的油耗负积分压力

不断加大。 2025年，在乘用车新车平均燃料消耗量达到4.0升/百公

里的严格要求下， 消费者对于高端燃油车的需求增长或导致未来

油耗负积分的缺口进一步扩大。 相比减重、48V等降油耗措施，强

混合动力技术的运用可以大幅降低乘用车油耗水平， 未来混动化

有望与电动化同步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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