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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综述 

本期关键词 

新能源汽车 

主要内容 

政策方面，国家出台“十三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节能减排方案，地方如湖北、云南出台新能源

汽车发展规划，推动新能源汽车发展。行业方面，各地纷纷建设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与产业园区，如北京

智能新能源汽车生态产业示范区、广西新能源生产基地、博郡新能源汽车项目，企业一方面在投资建设新

厂如现代起亚将在重庆开设新厂，东风本田三工厂在武汉开工建设，另一方面在加强在新能源汽车、智能

汽车领域的生态布局，如福田汽车与百度合作打造“智慧交通生态、东风与国网合作电动车市场。 

思科的机遇与挑战 

机遇：国家对新能源汽车的支持与国内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将会给思科带来新的商业机会，如新能源汽车

产业园区的建设、新能源汽车的新建和扩建项目以及相应的外资企业在国内新建的研发中心等。 

挑战：2017 年国内汽车行业销售放缓会加剧行业间的竞争。 

 

行业宏观环境 

国家政策 

国务院印发《“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规划》指出加快发展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新能源汽车、新能源、节能环保、

数字创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UCC 观点：该规划明确了十三五期间战略性新兴产业建设的重点任务，并将重点任务分配到相关部门，接

下来个负责部门将会出台更具体的措施并进行试点、示范项目的建设，思科可重点关注这些试点、示范项

目的建设情况。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12/19/content_515009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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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印发《“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 

国务院于近日印发《“十三五”节能减排工作方案》，文中多次提及新能源汽车。方案指出：1.加快发展壮大

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2.到 2020 年节能环保、新能源装备、新能源汽车等绿色低碳产业总产值突

破 10 万亿元，成为支柱产业。3.促进交通用能清洁化，大力推广节能环保汽车、新能源汽车、天然气（CNG/LNG）

清洁能源汽车、液化天然气动力船舶等，并支持相关配套设施建设。提高交通运输工具能效水平，到 2020

年新增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降至 5.0 升/百公里。 

UCC 观点：节能减排方案的出台无疑会推动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思科可明确自身在新能源汽车发展中

的定位，推出相应的产品和服务，以抓住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产生的机会。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地方政策 

云南十三五新能源汽车发展规划发布 

近日，云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云南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提出云南将以滇中新区

为核心，打造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到 2020 年形成年产 30 万辆新能源汽车生产能力，并实现高速公路服务

区、机场、车站、大型公共服务场所等充电设施全覆盖。 

UCC 观点：云南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打造以园区为载体，因此该省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也是

相关园区的发展，而园区的建设发展以及园区企业的建设都会带来网络、数据中心、安全等方面的机会，

思科可重点关注滇中新区、昆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口工业园区的建设情况。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湖北省发布《新能源汽车及专用车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 

《规划》提出，到 2020 年，湖北省新能源汽车年产能达 30 万辆、主业收入达 1000 亿元，部分关键技术国

际领先，产销量全国占比 10%。 

UCC 观点：规划目标的实现首先体现在地区重点企业和重点园区的建设上，重点企业和园区建设或扩能或

扩张都将带来在网络、安全等方面的需求。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西宁市出台《西宁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实施方案》 

近日，西宁出台《西宁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力争到 2020 年，西宁新能源汽车

推广应用和产业发展方面走在全国省会城市前列，预计到 2020 年全市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不少于 10000

辆。 

UCC 观点：该方案的出台有利于吸引外地企业来投资建厂和促进本地新能源汽车企业的扩张生产，从而推

动新能源汽车企业对网络、安全等方面的需求。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1/05/content_5156789.htm
http://bendi.news.163.com/yunan/17/0103/10/C9RLGOU9041200MT.html
http://www.cet.com.cn/qcpd/yw/1861644.shtml
http://mini.eastday.com/a/17010810352051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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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和行业数据 

行业动态 

全国 

商务部：明年汽车销售增速或将放缓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近日表示，2017年汽车销售增速或将放缓，据汽车工业协会预计明年销售增速在 2%-6%。 

UCC 观点：汽车销售放缓在加剧汽车企业竞争的同时，也会加剧 ICT 厂商之间的竞争，思科应做好准备并

根据行情进行相应的业务战略调整。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普华永道:2022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年产量将达 185 万台 

12 月 8 日，普华永道首次发布中国汽车行业蓝皮书称，2015 年全球新能源汽车达到 50 万台销量，其中，

中国销售出 33 万台，是上一年的三倍，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市场。蓝皮书预测，至 2022 年中国新能源汽

车年产量将达到 185 万台左右，也就是说 2015 年到 2022 年期间的复合年均增长率为 28%。 

UCC 观点：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意味着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发展，思科应重点关注行业龙头、区域重点企业的

动态以及行业创新性企业的动态。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奔驰将在中国生产电池和 EQ 电动车  

奔驰高层表示计划在中国生产电池和 EQ 电动车，以响应中国政府的新能源政策。奔驰声称未来将为中国居

民建立有效的充电网络和扩展电池续航里程等，并预计一切计划将在未来 5 年后见成效。 

UCC 观点：新项目的建设将带来网络、安全等方面的机会，思科应密切关注该项目的动态。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华北 

北京智能新能源汽车生态产业示范区日前揭牌 

北京智能新能源汽车生态产业示范区日前正式揭牌，预计到 2025 年该示范区将实现年产 30 万辆新能源汽

车，产业规模达到千亿级。据了解，该示范区将引进特斯拉、宝马、奔驰等设计研发机构，构建产业科技

创新平台。 

http://auto.sina.com.cn/j_kandian.d.html?docid=fxzczsu6160658&subch=iauto
http://car.cnautonews.com/xnyqc/201612/t20161209_509996.htm
http://auto.sohu.com/20161208/n47525744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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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C 观点：产业园区的建设将给思科带来网络、数据中心、安全等方面的机会。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重汽新能源商用车项目落户青岛 

12 月 19 日，山东青岛西海岸新区与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举行了新能源商用车项目签约仪式，中国

重汽计划在青岛西海岸新区投资 15 亿元建设新能源商用车项目，主要生产纯电动、混合动力、氢燃料和传

统燃料客车，全部达产后，年产商用车 2000 辆，产值 18 亿，其中一期项目预计 2017 年底建成投产。 

UCC 观点：新项目的建设将给思科带来网络、安全等方面的机会。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山东联孚新能源汽车及驱动控制系统投产下线 

12 月 27 日，历经 9 年投入 5 亿资金研发的新能源客车及驱动控制系统在山东联孚新能源产业基地正式投

产下线。位于山东乐陵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由联孚集团牵头、山东联孚汽车电子有限公司和山东欧德汽

车有限公司组成，总投资 12 亿元。 

UCC 观点：联孚集团战略目标是到 2020 年，成为 500 亿级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化基地，今后还将加大在新能

源汽车研发、生产等环节方面的投入，从而产生网络、研发平台建设、安全等方面的机会，思科可将该企

业作为重点关注企业。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华东 

智车优行获 6 亿美元融资，拟 2020 年建电动车厂 

中国电动车初创企业智车优行宣布筹集了约 6 亿美元融资， 智车优行计划把资金投入研发，并于 2020 年

左右在铜陵市建成沈海寅所称的最先进的电动车工厂，年产量可达 20 万辆。 

UCC 观点：智车优行是汽车行业创新性企业，它的成功融资与投资建厂能够说明该类型企业值得思科重点

关注。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博泽太仓新工厂举办奠基仪式 

11 月 28 日，机电一体化专家——博泽为其在江苏太仓的新生产基地举行了奠基仪式。博泽太仓新工厂将

拥有 500 名员工，并于 2018 年正式投产。届时工厂占地面积将超 60000 平方米。 

UCC 观点：新厂建设将给思科带来网络、安全等方面的机会。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威马新能源汽车落户温州市瓯江口，一期投资 67 亿 

11 月 23 日，威马汽车在温州瓯江口产业集聚区举行了威马新能源汽车智能产业园开工奠基仪式。威马新

http://www.itdcw.com/news/focus/102L92562016.html
http://www.qipeiren.com/News/news-132209.htm
http://news.xinhuanet.com/auto/2016-12/31/c_1120225474.htm
http://auto.qq.com/a/20161108/014645.htm
http://auto.gasgoo.com/News/2016/11/3001454045407000198499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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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汽车智能产业园集智能制造、智慧物流、零部件柔性化配套、自动驾驶试验四大功能。园区总占地约

1000 亩，一期固定资产投资 67 亿元人民币。 

UCC 观点：新项目的建设将给思科带来网络、数据中心、安全等方面的机会。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乐视汽车产业园莫干山开工 

12 月 28 日，浙江省湖州莫干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乐视生态汽车产业园正式开工,乐视生态汽车产业园

将分为汽车智能生产园区、产业配套园区及体验园区等部分，规划面积约 4300 亩。目前，前期用地已完成

摘牌工作。产业园一期项目拟投资约 110 亿元，面积将超过 2000 亩;一期二期项目都建成后将有望实现 40

万辆的总产能。 

UCC 观点：乐视虽然近期在资金方面遇到困难，但它作为当前国内汽车行业创新性企业的代表，不能忽视

其在未来的发展潜力，思科应该重点关注汽车行业创新性企业的发展。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万向新能源车将在杭州新厂投产 

国家发改委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显示，万向集团公司年产 5 万辆增程型纯电动乘用车的项目获核准，

成为继北汽新能源、长江汽车、长城华冠、奇瑞新能源以及江苏敏安新能源项目之后，第六个拿下纯电动

乘用车生产资质的企业。万向将在杭州斥资 3.75 亿美元建新工厂，重新电动乘用车。 

UCC 观点：新厂的建设将给思科带来网络、安全等方面的机会。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博郡新能源汽车项目落户南京，总投资达 100 亿元 

12 月 22 日，江苏南京浦口新能源汽车产业基金揭牌暨南京博郡新能源汽车项目签约仪式在南京浦口经济

开发区举行，正式宣告博郡汽车落户南京浦口。此次签约项目总投资规模达 100 亿元，是南京市近年来的

重大工业项目之一。 

UCC 观点：新项目的建设将给思科带来网络、安全等方面的机会。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法雷奥签约上海交通大学，建立汽车技术联合研发中心 

11 月 4 日，全球领先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法雷奥与上海交通大学签署合作协议；双方携手建立汽车技术联

合研发中心。该汽车技术联合研发中心预计在 2017 年正式运转。 

UCC 观点：与国内院校成立联合研发中心是外资企业实现本地化的一个重要途径，该研发中心的建设将对

网络、研发平台建设产生需求。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德国大陆集团将在中国设立研发机构 

德国汽车零部件企业大陆集团仍积极扩张其在中国的产能及研发能力。6 月 6 日，大陆集团宣布计划在西

http://news.163.com/16/1124/10/C6KN50VK000187V5.html
http://auto.huanqiu.com/news/2016-12/9876785.html
http://auto.huanqiu.com/globalnews/2016-12/9875043.html?_t_t_t=0.5111291607880015
http://mt.sohu.com/20161224/n476818406.shtml
http://mt.sohu.com/20161118/n47350262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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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城市重庆新建研发中心，未来大陆集团考虑在中国上海设立一家智能交通系统研发机构，维持 100 人左

右的研发团队。 

UCC 观点：研发机构的建立将产生研发平台建设、安全方面的需求，另外依据大陆集团的计划，未来有可

能有更多项目落地中国，思科可持续监测该企业的动态。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华南 

广州发力汽车零部件，打造国际产业基地 

广州市通过《广州国际汽车零部件产业基地建设实施方案》，提出实施“153”（一个基地、五个园区、三个

重点）战略，“１”为构建广州国际汽车零部件产业基地；“５”指按照差异化发展的原则，在现有产业基

础上选址番禺、增城、花都、南沙和从化建设新产业园区；“３”是打造国际高端汽车零部件制造和出口基

地、国家级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产业集聚区和国家级智能网联汽车零部件产业集聚区，同时广州市将设立 100

亿元以上的广州汽车产业创新发展基金，支持汽车产业发展，重点支持自主品牌汽车、新能源汽车、智能

网联汽车的发展。 

UCC 观点：方案的出台将推动相关产业园的建设和重点企业的研发生产投入，从而产生相应的网络、云、

安全等方面的需求。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广西贵港市全力打造广西第二个汽车（新能源）生产基地 

广西贵港市正全力打造广西第二个汽车（新能源）生产基地，目前已引进或洽谈八个汽车项目，总投资额

达 300 亿。 

UCC 观点：新项目的建设将给思科带来网络、数据中心、安全等方面的机会。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广西汽车集团试点“互联网+制造” 

近日，广西汽车集团“互联网+制造”试点项目“供应链效率提升项目”在柳东基地实施。项目通过互联网

实现采购、生产、销售各个环节的互联互通及业务协同，以柳东基地为试点，逐步应用于其他产品，以提

高原材料采购和零件配送效率。 

UCC 观点：试点项目的建设将会产生工业无线、智能互联、安全等方面的需求。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西南 

重庆智能汽车集成系统试验区启用 

日前，“智能汽车集成系统试验区(i-VISTA)”启用活动在重庆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举行。按照总体规划，i-VISTA

建设分为三期。已经完工的一期工程为城市交通场景性能试验区，是目前国内测试场景最丰富、测试设施

http://companies.caixin.com/2016-06-07/100952183.html
http://auto.jschina.com.cn/system/2016/10/18/029837654.shtml
http://www.caam.org.cn/hangye/20161208/1305202285.html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resume/n/201612/2016120199981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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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完善的智能汽车测试区。二期工程为重庆西部汽车试验场(垫江)智能汽车可靠性试验区，预计 2017 年建

成。三期工程为两江新区智能汽车与智能交通开放道路示范区，预计 2018 年建成。 

UCC 观点：该智能汽车集成系统试验区的建设会产生网络、云等方面的需求，同时也不排除国内其他地区

也会建设同类型的试验区，随着新能源汽车、智能汽车的推广发展，一些新的网络应用场景的诞生对思科

也是一个重要的商业机会。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戴姆勒拟将重庆汽车共享项目 car2go 推广到其他城市 

12 月底，car2go 项目负责人，戴姆勒智行交通服务集团中国区首席运营官国铮表示，自从 car2go 项目在重

庆运营半年多以来，收获了非常多的经验，戴姆勒有意将即行 car2go 这个汽车共享项目复制到其他城市，

北京上海这些城市我们都在跟政府洽谈。 

UCC 观点：随着汽车行业和 IT 技术的发展，产生了一些新的交通业务模式，这些新的业务模式在未来汽车

行业的发展中将会扮演重要的角色，思科可对这些交通新业务模式进行研究，已发现其中存在的商业机会

并提前进行产品、市场布局。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行业数据 

2016 年汽车销量排名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提供，2016 年，汽车销量排名前十位的企业依次为上汽、东风、一汽、长安、北汽、

广汽、长城、吉利、华晨和奇瑞，销量分别为 647.16 万辆、427.67 万辆、310.57 万辆、306.34 万辆、284.67

万辆、164.92 万辆、107.45 万辆、79.92 万辆、77.44 万辆和 69.85 万辆，上述十家企业共销售 2476 万辆，

同比增长 12.9%，低于行业增速 0.8 个百分点，占汽车销售总量的 88.3%，同比下降 0.6 个百分点。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2016 年汽车工业经济运行情况 

2016 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在改革创新深入推进和宏观政策效应不断释放的共同作用下，国民经济保

持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受此影响，汽车行业加大供给侧改革力度，产品结构调

整和更新步伐持续加快，产销增速呈逐月增高态势，尤其是 6 月后同比更是呈现快速增长。全年汽车产销

均超 2800 万辆，连续八年蝉联全球第一，行业经济效益指标呈明显增长，对确保宏观经济平稳运行起到了

重要作用。具体分析如下： 

    1.汽车情况 

    ⑴. 产销量再创历史新高 

    2016 年我国汽车产销较快增长，产销总量再创历史新高。受购置税优惠政策等促进因素影响，月度销

量除 2 月份以外，其余月份均明显高于上年同期，销量累计增长率呈“直线上升”走势，总体呈现产销两

旺发展态势。 

    2016 年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811.9 万辆和 2802.8 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14.5%和 13.7%，高于上年

http://www.liangjiang.gov.cn/Content/2016-11/17/content_319311.htm
http://www.eeo.com.cn/2016/1230/295828.shtml
http://www.miit.gov.cn/n1146312/n1146904/n1648362/n1648363/c5462264/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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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 11.2 和 9.0 个百分点。 

    ⑵.乘用车产销高速增长 

    受购置税优惠政策影响，乘用车产销再创历史新高，总体呈现平稳增长势态。2016 年，乘用车产销分

别完成 2442.1 辆和 2437.7 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15.5%和 14.9%，增速高于汽车总体 1.0 和 1.3 个百分

点，其快速增长对于汽车产销增长贡献度分别达到 92.3%和 94.1%。 

    乘用车四类车型产销情况看，比上年同期，轿车产销分别增长 3.9%和 3.4%；SUV 产销继续保持高速增

长，分别增长 45.7%和 44.6%；MPV 产销增速分别为 17.1%和 18.4%；交叉型乘用车产销分别下降 38.3%和

37.8%。 

    2016 年，受购置税优惠政策影响，1.6 升及以下乘用车销售 1760.7 万辆，比同期增长 21.4%，占乘用

车销量比重为 72.2%，比上年同期提高 3.6 个百分点。对乘用车销量的贡献度为 97.9%。 

    1.6 升及以下乘用车购置税减半政策促进汽车增长，对于节能减排、促进小排量车型消费起到了很大引

导作用。 

    ⑶.货车拉动商用车增长 

    2016 年，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369.8 万辆和 365.1 万辆，与上年同期相比产销分别增长了 8%和 5.8%，

增幅进一步提高。 

    分车型产销情况看，客车产销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 7.4%和 8.7%；货车产销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了 11.2%

和 8.8%，货车 3 月起产销持续上升，拉动作用明显，增长贡献度分别达到 116%和 126%。 

    ⑷.新能源汽车增速超 50%  

    2016 年新能源汽车生产 51.7 万辆，销售 50.7 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51.7%和 53%。其中纯电动汽

车产销分别完成 41.7 万辆和 40.9 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63.9%和 65.1%；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分

别完成 9.9 万辆和 9.8 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15.7%和 17.1%。 

    新能源乘用车中，纯电动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26.3 万辆和 25.7 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73.1%和

75.1%；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8.1 万辆和 7.9 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29.9%和 30.9%。 

新能源商用车中，纯电动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15.4 万辆和 15.2 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50.2%和

50.7%；插电式混合动力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1.8 和 1.9 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 22.5%和 19.3%。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重点企业动态 

项目建设 

现代起亚将在重庆开设新厂 

韩国现代及其子公司起亚计划 2017 年开设更多工厂，进军新兴市场，预计全球汽车销量达到 825 万，与去

年 813 万的销量目标相比略有增长，如现代 2017 年将在重庆开设新厂，并且推出新车。 

UCC 观点：新工厂的建设将给思科带来网络、安全等方面的机会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http://www.auto-stats.org.cn/ReadArticle.asp?NewsID=9619
http://www.12365auto.com/news/20170104/26510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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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奔驰新项目正式开建 

近日，北京奔驰发动机工厂二厂区奠基，新厂投产后，其产能预计将提升至 50 万的生产能力，实现 100%

的大幅提升。 

UCC 观点：新工厂的建设将给思科带来网络、安全等方面的机会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东风本田三工厂在武汉开工建设 

东风本田第三工厂坐落于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此前规划显示新工厂总投资为 52.25 亿元，由东风汽车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本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及本田技研工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分别出资 50%/40%/10%兴

建。 

UCC 观点：新工厂的建设将给思科带来网络、安全等方面的机会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宝沃汽车新项目落地浙江 

德国宝沃汽车集团长三角产业基地项目落户浙江省嘉兴市经济开发区先进制造业产业基地，该项目总投资

超 200 亿元，分三期实施，一期建设高端自动变速箱项目。该项目与德国采埃孚集团合作，计划总投资 55

亿元，用地约 380 亩，达产后年产能 60 万台，年产值 200 亿元，用工约 2500 人。二期为 NEC 新能源项目。

建设包括新能源电池、电机及控制器、电控系统和汽车电子等产品的新能源项目，计划总投资 50 亿元，用

地约 100 亩，规划年产能 30 万台(套)，用工约 2000 人，计划在 2018 年启动。三期为宝沃整车项目。该项

目计划总投资 100 亿元。 

UCC 观点：新项目的建设将给思科带来网络、数据中心、安全等方面的机会。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吉利商用车义乌生产基地开工，总投资 72 亿 

11 月 18 日，浙江吉利新能源商用车有限公司旗下子公司浙江英伦汽车有限公司工厂在义乌经济技术开发

区中欧(义乌)智造园正式开工，项目总投资 72 亿元，总用地 715.8 亩。 

UCC 观点：新项目的建设将给思科带来网络、安全等方面的机会。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奇瑞将在芜湖投产 1.0T 发动机  

奇瑞将对位于芜湖的发动机三厂现有“1.0 升发动机项目”进行升级改建，用于生产 1.0T 涡轮增压发动机，

年产能 10 万台。 

UCC 观点：项目的升级改建将给思科带来网络、安全等方面的机会。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http://mt.sohu.com/20161210/n475478577.shtml
http://auto.sina.com.cn/news/hy/2016-12-08/detail-ifxypipu7293802.s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6-11-23/doc-ifxxwsix4547743.shtml
http://www.yuncaijing.com/news/id_7362927.html
http://auto.ifeng.com/yuncheng/xinwen/2016/1106/281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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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田 1.84 亿改造诸城奥铃厂 

福田汽车将投资 18364 万元实施诸城奥铃汽车厂工艺优化升级技术改造项目。优化升级改造后，不新增综

合产能，仍保持综合标准产能 8 万辆/年，最大产能 12 万辆/年。 

UCC 观点：工厂的改造升级将给思科带来网络、安全等方面的机会。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吉利新能源与乘用车项目落户成都 

11 月 3 日，成都政府与浙江吉利控股集团举行签约仪式，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以及《吉利新能源汽车整

车项目投资合作协议》、《沃尔沃 SPA 平台乘用车项目投资协议》、《吉利 BMA 乘用车项目投资协议》三大项

目投资协议。根据协议，落户天府新区的新能源整车项目，将生产沃尔沃旗下高性能品牌纯电动汽车，以

及基于欧洲先进技术的本土品牌纯电动车。 

UCC 观点：新项目的建设将给思科带来网络、安全等方面的机会。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战略计划 

吉利汽车集团发布 20200 战略 

在吉利控股集团创业 30 周年庆典晚会上，吉利汽车集团正式发布了“吉利汽车 20200 战略”：吉利汽车集

团到 2020 年实现年产销 200 万辆目标，进入全球汽车企业前十强，同时成为最具竞争力和受人尊敬的中国

汽车品牌。吉利表示将进一步建设自动化、柔性化、模块化的标杆工厂，引进国际一流的供应商体系，通

过全领域的智能制造，为新产品的投产上市及全球布局提供保障。 

UCC 观点：吉利新战略的实施将推动新工厂的建设，进而带来相应的网络、云、安全等方面的机会。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大众目标 2020 年在华新能源车年销量达 40 万 

大众集团中国总裁约赫姆•海兹曼(Jochem Heizmann)表示，在中国政府的政策扶植下，大众集团目标 2020

年将在华新能源车年销量提升到 40 万辆。 

UCC 观点：大众与江淮汽车已签署初步协议，合资生产电动汽车，但该协议还需要中国政府审批，一旦审

批通过，新的建设项目将给思科带来一定的商业机会。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业绩表现 

北汽集团 2016 年销量增 12.5% 营收达 4000 亿 

2016 年，北汽集团在世界 500 强排行榜中由第 207 位升至 160 位，预计全年整车销量将由 2015 年的 248.9

http://www.caam.org.cn/qiyexinwen/20160929/1305199150.html
http://mt.sohu.com/20161106/n472411695.shtml
http://auto.huanqiu.com/news/2016-11/9659129.html
http://auto.163.com/16/1118/07/C64V7CLC000884M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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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辆增长至 280 万辆，增长幅度达到 12.5%；营业收入将由 2015 年的 3452.2 亿元增至 4,000 亿元，增幅高

达 15.9%。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上汽通用五菱年销售收入突破千亿元 

上汽通用五菱最新财务快报显示,截至 12 月 8 日,上汽通用五菱销售收入突破 1000 亿元,成为广西首家销售

收入跨越千亿元大关的制造企业。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生态合作 

东风与宁德时代签订协议，实现互利共赢 

12 月 23 日，东风汽车公司与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签订战略框架协议，双方将发挥各自

优势，开创相互支撑、优势互补、协同发展、互利共赢的新局面。其中东风汽车将发挥整车市场具备竞争

优势和品牌竞争力，而宁德时代在新能源动力电池领域具有技术优势和产业实力。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比亚迪万科达成合作，探索轨道加物业新模式 

12 月 13 日，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和万科集团在大梅沙万科中心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拟以开放、共享

的理念，通过资源共享，建立多元化合作模式，在国内各城市的轨道交通发展战略和布局、各城市工业园

区开发以及海外业务开发中，进行深度、全面、整体合作。 

UCC 观点：比亚迪在 IT、汽车、新能源齐头并进的同时，目前已投入城市电动轻轨项目研究，思科应对类

似城市交通新业务模式进行研究，以实现提前布局，抢占先机。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福田汽车集团与百度共同打造“智慧交通生态” 

11 月 30 日，百度公司在北京举办了 2016 年“云智峰会”，会上，百度与福田汽车集团共同启动“智慧交

通生态联盟”。福田汽车集团与百度将在智慧交通生态和智能汽车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打造并持续深化全

新互联网智能汽车概念。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北方客车与中交建融租赁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11 月 22 日，北方客车与中交建融租赁有限公司在北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正式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根据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领域的优势和资源，共同打造“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战略平

台，实现跨界合作、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http://auto.sohu.com/20161215/n475926199.s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6-12-12/doc-ifxypunk6379682.shtml
http://www.autoinfo.org.cn/autoinfo_cn/content/xwzx/20161228/1573422.html
http://auto.163.com/16/1214/07/C87RT9VA000884ML.html
http://mt.sohu.com/20161201/n474684037.shtml
http://www.chinabuses.com/buses/2016/1130/article_755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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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与国网合作电动车市场 

东风电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与国网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基于双方在新能源汽车

产品开发、市场拓展及车联网合作等方面的合作共识，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上汽与阿里携手推出“全球首款量产互联网家轿” 荣威 i6 

在 11 月 18 日的广州车展上，上汽荣威除了发布了全球首款互联网 SUV eRX5 外,还同时公布了与阿里巴巴

合力推出的“全球首款量产互联网家轿”荣威 i6。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英特尔、东软、红旗联合发布智能驾驶舱平台 

10 月 26 日，英特尔、东软集团、一汽红旗联合发布“智能驾驶舱平台”，三方跨界牵手致力于智能驾驶体

验新方向探索。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福田汽车与百度展开全面战略合作 

10 月 10 日，福田汽车与百度在北京举行“福田汽车集团与百度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双方未来将在车联网、

大数据、无人驾驶、智能汽车等方面展开全面合作。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其他 

福田超级卡车创新中心在北京成立 

11 月 4 日，“福田汽车集团北京超级卡车创新中心”在北京正式宣告成立，这也是中国首个超级卡车全球

创新中心。“福田汽车集团北京超级卡车创新中心”由国家级超级卡车研发中心、新能源汽车工程试验中心、

欧六排放重点实验室、智慧物流大数据中心、超级卡车数字化工厂组成，是福田汽车工业 4.0 的示范基地，

累计总投资预计超过 100 亿元。 

UCC 观点：随着中国制造 2025 战略的推进与国内汽车行业的发展，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外资汽车企业在中

国建设类似的创新中心。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http://money.163.com/16/1123/06/C6HLUP43002580S6.html
http://auto.sohu.com/20161130/n474563100.shtml
http://auto.sohu.com/20161031/n471861569.shtml
http://stock.eastmoney.com/news/1354,20161011671261078.html
http://news.163.com/16/1109/08/C5DS9LH200014AE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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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动态 

中兴收购广通客车，全面进入新能源汽车领域 

近日中兴以数亿元入股珠海一家客车厂商广通客车，取得了绝对控股地位，全面进入新能源汽车领域。中

兴将围绕新能源汽车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车联网应用、大数据、自动驾驶、云计算中心的系统研发与

建设运营，打造全新产业板块。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华为 

华为与长安汽车基于车联网等进行合作 

日前，长安汽车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在深圳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车联网、智能汽车、国际化业务

拓展、流程信息化、信息化建设等领域协同创新，展开跨界合作。 

UCC 观点：华为与长安汽车此次合作比较全面，合作将会强化华为在车联网、智能汽车领域的市场地位。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西门子 

西门子与威马汽车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近日西门子宣布成为中国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车企业威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的战略合作伙伴，西门子将提供

数字化企业软件套件，为威马汽车全面整合从产品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到产品维护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西门子还将支持威马汽车“从客户到市场”的创新战略，全面提高市场竞争优势。 

UCC 观点：威马汽车是中国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车企业，此次西门子与威马汽车的合作将有助于西门子在新

能源汽车领域建立标杆案例。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http://auto.ifeng.com/xinnengyuan/20161222/1077670.shtml
http://auto.qq.com/a/20161013/038504.htm?t=1476616966058
http://news.163.com/16/1209/15/C7RR357P00014JB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