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叠加多重因素，我国汽车产业短暂“遇冷”。4月，国内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0.5万辆和118.1万辆，环比出现较为明显的下降。

压力在所难免，但办法总比困难多。稳步推进复工复产、加快疏通产业链堵点

卡点、提振汽车消费……一段时间以来，一系列举措密集出台，从整车企业到零部件

供应商，都在全力以赴努力稳产保链，坚定务实发展。那么，当前汽车产业运行如

何？下一步，还将出台哪些扶持措施？

市场遇冷
汽车产业如何“驶”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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焕新升级 全新雪佛兰创酷RS上市

参照日本等二手车出口大国，二手出口

量约占二手车交易量的 10％。2021年我国

二手车交易量为1758.51万辆，以此类推，二

手车出口将有170多万辆的巨大想象空间。

前 4个月，华星北方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将二手车出口到了 10个国家和地区。在不

断探索中，张雪明显感受到中国二手车出口

在向纵深发展，一方面从合资车出口起步，

并逐渐形成了自主品牌的核心优势；另一方

面，准新车带动长车龄二手车走出国门。

但要说二手车出口究竟有多“热”，张婷

婷直言，以目前的状况来看还不能说很热，

行业依然处于快速成长期，距离真正的“热”

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虽然近两年二手车

出口发展迅猛，但从出口规模来看，出口基

数仍较低，也没有形成完善的产业链条。中

国二手车尤其是自主品牌二手车在海外的

认知度还不够高，国内出口企业还需要更深

入地走进目的国市场。

作为一个新兴行业，二手车出口国内端

的相关操作环节尚未实现全国各区域一致，

各口岸对于二手车出口业务的配套设置也

尚不健全。比如，目前出口新能源汽车较

多，在口岸作业时常出现车辆缺电等问题，

但是大多数口岸仓储库房均无设置便利的

充电设施。为此，天津市二手车出口协会正

在积极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配合相关部门

完善各项法规，建立和完善相关设施，促进

产业流程通畅。此外，近日天津市二手车出

口协会还联合天津贸促会国际商会，帮助二

手车出口企业搭建国际资源，组织线上沟通

交流会，引荐优质企业之间达成合作等，努

力打造中国二手车品牌。

张雪认为，随着二手车出口企业不断积

累经验、探索思路、完善自身的平台资源，未

来我国二手车出口市场将向着更具深度、产

品更丰富、配套更完善的方向发展。

（来源：中国汽车报网）

稳产保链
汽车产业出现向好迹象

4月以来，国内汽车产业链、供

应链经历考验，部分企业一度停工停

产，物流运输受到影响。稳住汽车产

业发展，最关键的就是稳生产、稳产

业链。

针对企业面临的现实困难，工信

部会同有关地方和部门迅速采取行

动，组织搭建“汽车产业链供应链畅通

协调平台”，建立协同联动机制，累计

推动解决企业物流运输和复工复产问

题4000多批次。

以龙头企业为牵引，以点带链。

工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19日，上汽

集团、特斯拉在上海的工厂自复工以

来，累计分别实现整车下线2.1万辆和

2.6万辆。上海市已有 1200余家汽车

零部件企业复工复产。

抓住关键环节，畅通生产循环。

江苏设立汽车产业链协调保供工作

组，重点监测红灯 （库存小于 3
天）、黄灯 （库存小于 7 天） 供应

商；安徽加强产业链跨省协调，帮助

江淮、蔚来、奇瑞等重点企业协调解

决 40余家上游供应商跨省运输困难

等问题……

“汽车产业复工复产取得阶段性

成效，触底反弹的动能正在集聚。”工

信部副部长辛国斌说。根据乘用车市

场信息联席会统计，5月 1日至 15日，

全国乘用车零售 48.3万辆，降幅较上

月同期收窄。

承压而上
车企攻坚克难务实发展

在重庆两江新区赛力斯两江智慧

工厂，数字化组装线上一台台机械手

臂不断舞动，一辆辆智能电驱SUV“问

界M5”陆续下线。“问界M5”是赛力斯

汽车与华为推出的新能源汽车。工厂

副总经理何明波介绍，企业前期对关

键零部件进行了储备，并实时调整排

产计划、优化物流体系，全力保障产品

交付，订单量也持续攀升。

尽管产业运行承压，不少企业仍

坚定信心、务实发展。“我们在烟台、合

肥都有工厂，这两地都出现过疫情，但

快速控制住，企业正常运转没有受到

影响。”动力电池管理系统制造商力高

新能源创始人王翰超说，虽然没有年

初预期理想，但 4月、5月发货仍实现

增长。企业研发、扩张计划没有改变，

今年将扩大烟台、深圳研发中心规模。

采访中，很多企业负责人告诉记

者，如果企业只能在可认知的条件下

实现增长，这本身就是一种危机，做企

业就要不断应对变化。

一些大型企业也加大对汽车产业

链上企业的帮扶。纳铁福传动系统有

限公司（平湖分公司）主要生产新能源

汽车驱动电机。“国网浙江平湖市供电

有限公司驻企服务，帮助我们及时缩

减电费偏差，指导用闲置屋顶安装光

伏，节约用能成本。”企业负责人介绍，

目前，8条生产线开足马力生产。

随着供应链等问题逐步缓解，汽

车产业出现积极信号。来自一线的积

极变化，也反映出制造企业聚焦主业、

努力前行的坚定步伐。

供需对接
扩大国内市场

辛国斌表示，汽车产业链长、涉及

面广，要坚持“需求拉动先行、供需双

侧发力”。

他说，工信部正抓紧研究稳定和

扩大汽车消费的政策举措，持续加大

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力度，促进汽车

消费加速回升。“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

方出台有含金量的促消费政策，开展

新一轮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配套设施不断完善，提振产业发

展。近日，宁德时代发布消息称，旗下

换电品牌 EVOGO在厦门启动服务。

预计到今年底，宁德时代将在厦门完

成30座快速换电站的投建。

当前，充电桩、换电站等配套设施

建设加快。天眼查数据显示，截至目

前，我国拥有换电站相关企业 1490余
家。记者从工信部了解到，工信部正

组织实施公共领域全面电动化和换电

模式应用试点。

“我国既是全球最大汽车生产国，

也是全球最大消费国，产业体系完整、

市场需求多元，汽车产业一定能够克

服困难。”辛国斌说，下一步，还将补齐

汽车芯片等短板，推动电动化与智能

网联技术融合发展。

（来源：新华社）

疫情、缺芯、冲突交织

二手车出口一枝独秀

今年1～4月，天津东疆保税港区二手车出口

量、金额实现双提升。东疆试点企业共完成二手

车出口288辆，货值约800万美元，约占天津市同

期业务总量的3/4；单车平均货值约为2.8万美

元，较去年翻1倍，前4个月出口金额已超去年全

年总量。

无独有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是新疆首个二

手车出口试点地区。截至4月底，霍尔果斯口岸

共出口二手车1099辆，是去年全年近2倍。从霍

尔果斯口岸出口的二手车以新能源汽车为主，通过“界桥交接”方式出境，主要出口至乌

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国。

除此之外，5月初，宁波市江北区首批200辆二手车出口车，通过梅山港区启运前

往阿联酋、尼日利亚、约旦等10多个国家，标志着宁波江北区二手车出口业务实现零的

突破。

2022年以来，疫情和缺芯危机未央，又遇俄乌局势升级，让本已脆弱的全球汽车产

业链雪上加霜，不少企业艰难度日，但我国二手车出口业务似乎是种种不利因素之下的

“局外人”，于逆境中加速驶上发展的快车道。

油价高企 让新能源二手车出圈

华星北方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市场总监

张雪告诉记者，从二手车出口目标国的数量

和出口车型的丰富程度，可以看出我国二手

车出口目前的快速发展势头。全国工商联

汽车经销商商会二手车出口专业委员会数

据显示，目前我国二手车已经出口至 100多
个国家和地区，车型包括乘用车、商用车、工

程车，而近期新能源汽车出口日渐火爆。

张雪介绍，疫情对我国二手车出口也有

影响，比如海运费的持续暴涨。但相比之

下，中国二手车品牌影响力正在逐渐增强，

一消一涨之间，需求战胜了现有问题。与此

同时，国际局势的复杂多变推高了原油价

格，导致海外用户对新能源汽车产生兴趣，

需求量随之猛增，而就新能源汽车而言，中

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确具有一定优势。

谈及二手车出口的热度持续攀升，天津

市二手车出口协会秘书长张婷婷介绍，2021
年下半年，二手车出口行业整体风向发生了

重大改变。由于国内国三排放标准车辆报

废补助政策即将到期等原因，二手商用车出

口量急速下降，新能源二手车则异军突起，

一跃成为二手车出口的主力军，并且呈爆发

式增长，该增长趋势一直延续到今年，且有

望延续下去。

特别是近两年，全球经济在疫情持续蔓

延的背景下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由此引

发的全球汽车产业链缺芯问题，局部地区政

治冲突，车价、运输成本上涨等问题，均导致

海外车源严重供应不足，中国疫情控制在全

球范围内最为成功，中国经济状况及汽车产

业恢复速度也相对最快，汽车产能和保有量

具有绝对优势，以上整体稳定的产业大环境

也是促进中国二手车出口稳定发展的重要

因素。

中国已连续 11年全球新车产销量排名

第一，并且自2019年开展二手车出口业务至

今已有近 3年时间，海外越来越多的国家认

识并接触到了中国车，因此吸引了越来越多

国家的企业加入中国二手车的采购行列中。

另外，传统能源价格持续走高，使得更

多消费需求转向了新能源汽车的采购，中国

新能源汽车的技术水平和规模在全球也是

有目共睹的，基于以上综合原因，中国二手

车出口业务持续快速发展，迎来了新的发展

期。

海外结算成出口最大壁垒

2021年至今，日韩等国家的二手车出口

量一扫疫情阴霾，我国二手车出口也随之表

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但我国二手车出口

业务方兴未艾，仍有很多待完善之处，甚至

很多企业在开展业务的过程中踩过不少

“坑”。

张雪认为，目前二手车出口有四大矛盾

比较突出。一是国际市场中日益增加的中

国二手车数量与后市场如配件、维修、技术

输出等之间的矛盾，这与中国二手车在海外

市场的规模和疫情等因素有关系。二是单

一的国际贸易的形式与境外落地的矛盾。

目前，我国仍以单纯出口车辆为主，还缺少

境外物流、二手车出口产业园区等项目模式

的运营。三是参与主体相对单一与市场发

展需要的矛盾。目前，以试点企业为核心的

国际贸易型的企业为主，如果更多二手车市

场主体能够参与进来，会加速这一市场的繁

荣。四是日益发展的二手车出口新业态和

配套资源间的矛盾，包括金融、配套服务尚

未随之跟上。

从整个二手车出口产业链条上来看，国

内采购环节已经较为成熟健全，海外端采购

需求增长迅速，产业已经逐步呈现规模化发

展趋势。原有企业出口车辆金额低，数量

少，因此大多企业使用自有资金完成出口探

索工作。

张婷婷指出，伴随着产业规模的不断扩

大，对于金融支持需求不断增加，但是基于

金融机构对于二手车出口行业了解不足，缺

少成熟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支撑。现在最多

的壁垒大多在海外结算环节，企业为了规避

风险大多采用信用证＋T/T（电汇）的模式进

行结算，但是目前二手车出口目的国多是一

些发展中或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美元储备不

足，用美元进行结算存在一定难度。在目前

人民币结算尚未在全球展开的背景下，结算

也是摆在行业面前的问题之一。

另外，由于全球疫情持续的原因，二手

车出口业务受到较大制约的是企业无法到

海外开展工作，很难在海外市场进行大规模

宣传及开拓工作。汽车作为涉及人身安全

且价值较高的商品，不比轻工业产品、日用

品、3C产品等，在没有一定的市场认知及口

碑积累的前提下，很难利用跨境平台上的图

片信息实现交易，并且二手车作为非标产

品，如果出口企业缺乏足够的信用支撑，业

务也很难上规模。

出口规模有望冲击百万辆近日，上汽通用汽车雪佛兰品牌

宣布全新创酷RS正式上市，共推出 3
款车型，售价10.99万元至12.89万元。

全新创酷RS采用雪佛兰家族全

新设计语言，搭载第八代 Ecotec全新

1.5T四缸直喷涡轮增压发动机与全新

小雪OS智能车联系统，加上62项全系

标配的科技配置，以全面焕新的设计、

进阶的动力性能和科技实力为消费者

带来更富运动激情的焕新体验。

同时，全新创酷RS全系满足严苛

的国六 b排放标准，首任车主还可享

受动力总成主要零部件原厂8年或16
万公里超长质保服务。

东风风神皓极开启盲订 首日订单破万
日前，东风风神皓极开启盲订活

动，首日订单破万辆。

皓极是首款搭载东风马赫双擎

MHD 混动系统的 SUV。马赫双擎

MHD混动系统量产了 25项行业领先

技术，拥有 14项创新专利技术储备，

在构建发动机、混动电驱动、系统匹配

三大领域掌握自主核心技术。在马赫

双擎加持下，皓极拥有 180kW的综合

功率、540N·m的系统综合扭矩，动力

强过 2.0T，油耗低至百公里 1.5L，起步

加速响应时间短至0.15s。
皓极也是东风DSMA超级模块化

架构的首款 SUV。得益于DSMA架构

下优异的底盘调校技术，皓极100km/h
到0的刹车距离低至34.12米。

按照计划，2022年第三季度，皓极

将正式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