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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人工智能、大数据、5G

通信、智能驾驶。现在的汽车工业

几乎将所有前沿科技囊括其中。可

以说，汽车工业的转型与发展已经

成为科技创新与进步的练兵场和试

验田。车企不再仅仅是生产硬件产

品的一个元素，而是成为推动交通

出行，甚至人类技术进步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

汽车产业“新四化”，已不仅是

车企的转型和发展方向，更为人类

未来交通出行乃至整个社会发展描

绘了新蓝图。如果说当年卡尔·本

茨造车，创造了人类出行的新纪元，

那么当下汽车工业的转型则承载了

人类对技术创新的美好憧憬，而这

一憧憬绝不仅限于交通出行。

新技术的发展，给车企与客户

之间的关系明确了新的方向。全方

位的优质服务将成为车企今后与客

户交互的重要方式。“以人为本”“客

户至上”虽是老话，但在新时代，老

树仍将发出新芽。

面对这样的挑战与机遇，汽车

工业和车企不能仅看到巨额的投资

与丰厚的盈利，更应当自觉地增加

责任感与使命感。作为人与车、人

与交通、人与技术的重要媒介，车企

肩上的担子并不轻松。高速前进，

必遇湍流。如何把握航向，走得正、

行得稳，将是对汽

车 工 业 和 车 企 的

重大考验。

自卡尔·本茨1886年造出第一辆单缸发动机三轮汽车以来，有着百年历史的汽车工业来到了转型的十字路口。科技的高速发展、减排要求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出行

体验的更高追求，给汽车工业带来前所未有的转型压力。可以预见，未来的汽车工业不再仅仅是传统制造业的一部分，而将成为制造业、能源、通信技术、互联网、人工智

能等诸多传统与前沿领域的综合体。

作为全球汽车工业的领头羊，德国自然站在了这一波转型大潮的浪尖之上。德国汽车工业何去何从，将很大程度上引领全球汽车工业转型方向。

德国汽车业转型观察
本报驻柏林记者 谢 飞

汽车工业的新能源转型，不仅关乎车企本身，还涉

及整个产业链。电池组作为电动车生产的核心部件，

更成为炙手可热的“紧俏商品”。据大众集团估算，在

接下来的 10 年中其对电动车电池的需求可能较此前

的预期翻一番。面对如此高的产能需求，欧洲电池产

业的发展却略显缓慢。德国车企目前的电池供应严重

依赖来自亚洲和美国的第三方供应商。市场分析认

为，随着今后一段时间欧洲电动车市场持续增长，车企

可能面临电池供应瓶颈，严重制约电动车生产。

欧盟和德国已充分意识到电动车电池生产自给自

足的重要性。不久前，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塞夫科维奇

在欧盟“电池峰会”上表示，欧盟将加快电动车电池生

产布局，力争在 2025 年实现年产量满足 700 万至 800

万辆电动车所需的电池需求。届时，欧盟将成为紧随

中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电动车电池生产方，并将在欧

盟境内创造大量新的就业机会。

欧盟确立这样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不仅在于

解决汽车企业电池供应链的瓶颈，更意图在产业转型

大潮中占据主动。为了进一步扶持欧盟的电池产业，

欧盟募集了高达 200 亿欧元的资金，在德法两国的带

领下有 12 个成员国超过 60 家企业参与其中。仅德国

在该领域的投资就达到 130 亿欧元。根据欧盟目标，

至 2030 年欧盟的电动车电池产能将占到全球电池市

场份额的 30%。虽然目标远大，但当前欧盟的电池产

能建设还处在比较初级的阶段，要想形成产能上的突

破并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有一席之地尚需时日。因此短

期内欧洲汽车工业对第三方电池供应的依赖仍将继续

存在。

除了政策支持与补贴外，车企也积极行动起来，试

图在电池生产方面把握主动权。近日大众集团就宣

布，计划投资 10亿欧元在德国建立第一家属于车企自

己的电池工厂，这将是德国车企第一次参与电池生产

并建立自己的产能。

多年来，车企的任务很简单，就是制造汽车。而在

新能源和数字化时代，车企的任务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这样狭小的领域。车

企参与价值链整合，必将成为今后汽车工业的发展趋势。当车企在转型过

程中面临供应链产能或技术瓶颈时，唯有自己参与到技术创新和生产环节

当中，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整个产业链面临的问题。从自建电池工厂到与电

网合作建设充电平台，这一系列动作都是车企在为汽车工业前所未有的转

型做准备。

德国车企已经跃跃欲试，在新能源汽车转型方面

投入了大量财力并做好了充分技术准备，德国和欧洲

电动车销量自去年开始出现了较大幅度增长。数据显

示，去年欧洲注册电动乘用车总数超过 136万辆，同比

增长 142%。仅去年 12月欧洲就实现了单月电动车销

量 28.1 万辆的成绩。数据分析显示，欧洲电动车销量

正呈现加速上升趋势，特别是德国、法国、意大利、英

国、挪威等国家去年实现了100%至300%的高增速。

欧洲各国政府对电动车进行大力补贴，加之近一

段时间各大车企密集推出新车型，有效带动了消费者

的购买热情。特别是德国车企一系列新的电动车规划

描绘了一幅美好蓝图，极大地提升了市场对未来一个

时期的预期。但分析相关数据可以看出，电动车在欧

洲汽车市场份额总体仍处在较低水平。去年欧洲电动

车销量仅占总销量的 11%左右，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

仅为 6.2%。分析认为，欧洲地区电动车销量能否长时

间保持高增长态势，主要取决于充电桩等基础设施建

设是否能够跟上电动车发展的速度，以及能否与德国

车企加速转型的步伐相协调。

随着欧洲消费者购买电动车的热情不断高涨，随

之而来的是对电动车充电便利度的担忧。相关数据显

示，截至今年 3 月初，德国共有 35076 个公共普通充电

桩和 5730 个公共快速充电桩并网运营。按照当前德

国电动车保有量计算，每十几辆电动车才能共享一个

公共充电桩，这样的比例显然无法满足用户的充电

需求。

根据德国汽车工业联合会的评估，如果德国的充

电基础设施建设不大幅提速，根本无法满足电动车增

长带来的充电需求。康林松也批评欧盟在充电桩等基

础设施建设方面进展缓慢。他认为到 2030 年欧盟境

内至少需要超过 300 万个充电桩，才能够满足人们的

日常出行需求，而现在充电桩的数量还不到这一数字

的十分之一。宝马总裁齐普策近日表示，当前欧洲车

企正全力向电动车转型，但欧洲的充电配套基础设施

却没有跟上需求。

市场分析普遍认为，充电桩建设迟缓仍是当前阻

碍欧洲向电动车转型的重要障碍。对基础设施满意度

低，是消费者对购买电动车持观望情绪的重要原因

之一。如果欧盟无法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电动车市

场将失去持续增长的动力，汽车产业转型进程势必受

到影响。近日，欧洲运输与环境保护联盟等组织向欧

盟提议，至 2024 年欧盟境内应建成 100 万个公共充电

桩，2029 年这一数量应达到 300 万个。而根据德国政

府的计划，至 2030 年德国将建成 100 万个

公共充电桩和 10万个快速充电

桩。为了达到这一

目标，德

国从现在起需每周安装 2000 个充电桩。但目前德国

新安装充电桩的速度仅为每周200个。

为解决充电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德国政府自

2017 年出台了一系列激励政策，希望通过政府、车企

和个人协同联动的方式，加速充电桩等基础设施建设

进度。首先，德国政府拿出 3 亿欧元专项资金用于支

持公共充电桩建设，各地政府和商家都可以申请。在

大力推进公共充电设施建设的同时，德国政府还对个

人安装充电桩予以补贴。德国家庭在安装私人充电桩

时可以获得最高每个充电桩 900 欧元的补贴。此外，

德国政府还鼓励德国车企参与充电桩建设。

近日，大众旗下品牌奥迪计划与保时捷合作，投资

10亿欧元在欧洲大城市建立自己的充电站。由大众、

宝马、戴姆勒、福特、现代等车企联合组建的充电桩公

司 Ionity 已经开始不断扩展其在欧洲的充电设施网

络。目前该公司已经在欧洲高速公路上建成了超过

400座充电站，下一步该公司准备加大融资力度，将充

电站业务延伸至城市中。

不难看出，车企已经意识到充电桩等基础设施建

设的短板给汽车工业转型带来的负面效应，于是纷纷

行动起来补足短板。车企参与充电桩建设能够充分调

动市场活力，将电动车销售与基础设施建设更紧密地

结合起来，今后将成为电动车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

分，有利于推动汽车工业转型。

2020 年底欧盟各国决定，2030 年

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减少至 1990 年排

放量的 55%，较此前的 40%目标又提

升了 15%。这一“雄心勃勃”的减排目

标彰显了欧盟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决

心。与此相应，今年欧盟将出台新的汽

车尾气排放标准。目前，最新的欧 7

（Euro 7）排放标准技术细节仍在研究

之中。业界认为，这一标准将给欧洲汽

车工业发展带来决定性影响。甚至有

业内人士认为，这一排放标准将直接

宣布燃油车时代在欧洲走向终结。

根据正在讨论中的新标准，新车

型温室气体排放量必须大幅削减。这

对汽车制造商而言意味着巨大的研发

和合规成本。新的排放标准给欧洲的

汽车产业着实带来了不小的压力，迫

使欧洲车企不得不提前行动，加快转

型步伐。

德国作为全球汽车工业的领头

羊，已经充分感受到转型的紧迫感。

数据显示，2019 年汽车工业为德国创

造超过 83万个工作岗位，全年实现销

售额 4388亿欧元，是德国最重要的工

业部门。德国汽车工业对于德国和世

界经济的影响力不言而喻。近年来，

德国汽车工业经历了一连串的危机与

挑战，“尾气门”给德国汽车工业带来

重创，在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上面临来

自中美的激烈竞争。这种情况下，德

国汽车工业必须拿出足够的勇气直

面挑战。德国汽车工业联合会主席穆

勒在今年年初表示，今年将是决定德国汽车工业未来发展

的关键一年。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但德国汽车工

业仍将坚定不移地推进产业转型升级。至 2025 年德国汽

车工业将在电动汽车和数字化领域投入1500亿欧元。

戴姆勒、宝马和大众三大德国汽车企业近期均提出了

新的转型目标。戴姆勒集团曾在两年前提出“2039 年愿

景”，致力于在 2039年彻底淘汰燃油车型。今年，戴姆勒又

提出，要提前实现彻底淘汰燃油车型的计划。戴姆勒集团

董事会主席康林松近期表示，戴姆勒不能等待变革，而是应

当引领变革。他还表示，在汽车工业转型的道路上不能惧

怕挑战，而是要做挑战者。为了实现转型目标，戴姆勒今年

新聘用了3000名软件工程师参与新车型的研发。

宝马将从 2025 年开始将新能源汽车作为其产品线的

重点，并在 2030年实现电动车产量占总产量的一半。不久

前宝马集团还公布了新的“三步走”转型规划，计划至 2023

年推出共 12款纯电动车型，并实现在 90%的细分市场中为

每一个产品线至少提供一款电动车型。

大众集团计划于 2030 年实现其在欧洲销售的车辆中

70%为新能源汽车的目标，是原定 35%占比目标的两倍。

为此，大众计划未来 5 年内在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领域投

资约 460 亿欧元。除了加大投资力度外，大众集团还计划

今后每年至少推出一款纯电动车型以抢占竞争日趋激烈的

市场。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汽车产业专家迪比

东托认为，德国车企在过去几年中

始终在为转型做准备。尽管当前欧

洲电动车市场规模还相对有限，但

车企的技术和产能等各个方面都已

很好地适应了转型的要求。德国汽

车工业在转型方面的功课做得相当

不错。可以预见，凭借在相关方面

的技术实力，德国汽车工业有望引

领这一轮汽车产业转型浪潮。

承载人类对新科技美好憧憬
谢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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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戴姆勒集团装配生戴姆勒集团装配生

产线产线。。

图图②② 梅赛德斯梅赛德斯 EQSEQS 纯电纯电

动车型生产线动车型生产线。。

图图③③ 梅赛德斯梅赛德斯 EQSEQS 系列系列

纯电动车纯电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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