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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7日，特斯拉在上海超级工厂首次向社会

用户交付中国制造 Model3。

Model3的国产化像一枚“爆弹”，炸出了几家

欢乐几家愁。“对于特斯拉而言，它在我国赢得了

更广阔的市场前景；对于一直持观望态度的‘准车

主’们，则是多了一种新选择；而感觉到‘愁’的则

是众多国内新能源汽车企业——对它们而言，特

斯拉无异于进军市场的‘哥斯拉’（日本影视作品

中常出现的巨型怪兽角色）。国内新能源汽车企

业正面临着新的挑战亦或是机遇——要么变革创

新，要么被日益更迭的市场洪流淹没。”全国汽车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专家王旭说。

我国有着得天独厚的新能源市场，政府大力

支持新能源，零部件供应商充裕，这些要素对于

Model3 的发展极其有利。从一块钢板到整车，

Model3全部由特斯拉上海工厂生产，预售价格低

于 30万，从品牌到价格，都十分诱人。

“ 目 前 上 汽 MARVEL X Pro、长 安 CS75

PLUS、蔚来 ES、小鹏 G3、凯迪拉克 CT6 以及大众

帕萨特，这些新能源车型价格区间都在 15万到 50

万之间。但与Model 3相比，这些车在智能驾驶功

能的齐全性以及性价比上差距都不算小。”王旭说。

那么，特斯拉的到来会给我国新能源汽车市

场造成毁灭性打击吗？

王旭认为，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十分庞大，

从价格到性能可以满足不同车主的购车需求。“一

款外来品牌的新能源汽车尚不足以撼动我国汽车

市场。特斯拉虽然目前在新能源汽车领域颇显优

势，但也并非完全没有对手，各传统大厂和新车企

都会想尽办法积极应对而不会坐以待毙。”

特斯拉强势来袭
尚不足以撼动中国汽车市场

相关链接

从农货直播助推扶贫，到公益直播带动爱心，

再到法院直播法拍创新纪录，直播业态全面爆发，

成为新的流量入口。然而火热的背后，电商的新老

问题在直播行业不断出现。从“野蛮生长”到“补缺

自省”，部分直播电商需要在“祛火”和“纠偏”中谋

求新的发展。

直播带货成为电商“新赛道”

边看直播边“剁手”，已经成为很多人新的网购

方式。行业研究机构艾媒咨询发布的报告显示，

2019 年中国在线直播用户规模将超 5 亿，四成受访

的直播用户会选择购买明星或网红电商直播推荐

的产品。淘宝直播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淘宝直

播引导成交超千亿元，带货同比增速接近 400%，可

购买商品数量超过 60万款。

2019 年，直播带货成为各大电商重点营销板

块，淘宝、京东、蘑菇街、快手、抖音、唯品会等纷纷

加入这一新的电商赛道。蘑菇街创始人、董事会主

席陈琪认为，通过直播，消费者可以对商品的形态、

功能得到全方位、更深入的了解。此外，超强的互

动性也是电商直播的突出优势。

“直播带来的不仅仅是高转化率，更带来了‘两

升一降’，即销售额、满意度提升，咨询量下降，客服

压力小了。”森马电商副总经理蔡一凡说。

直播拉动内需，提升就业

多位专家认为，直播电商创造消费增量，成为

拉动内需的重要驱动力，成为新国货品牌成长的快

速通道，一些新职业、新就业应运而生。

据统计，一线电商主播的孵化公司已逾 600家，

其中不少都位于杭州。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

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认为，网红直播机构化、

专业化的特征越来越明显，即从过去的 UGC（用户

原创内容）模式向 PGC（专业生产内容）模式转变。

开个直播间，农民就可以面向全国销售自家农

产品。阿里巴巴数据显示，2019年天猫“双 11”共有

2万场村播，还有 40多位县长直播吆喝当地农货。

多个传统行业，都因“嫁接”直播而发生变革。

浙商创投行业高级分析师骆航宇举例说，图文时代

翡翠玉石很难在网上销售，但直播可以满足独特的

销售需求，用手电筒在背后打光，看到透光度，销量

猛增；得益于 5G 技术，直播不仅会更快更高清，甚

至可以进行放大和缩小，看到商品更细节的部分，

这有利于商品展示。

淘宝内容电商事业部负责人俞峰认为，直播所

能覆盖的领域将越来越广，并能增强用户和直播之

间的互动性，甚至会出现 AR、VR直播、互动直播等

新型直播方式。

直播行业开启“冷思考”

尽管直播带货风风火火，但夸大宣传、数据注

水、售后欠缺等问题仍然存在。一些消费者反映，

有些主播在带货时涉嫌传播虚假广告，出现货不对

板等问题。

——夸大宣传。“直播里说，所有的榴莲都是熟

的，刚刚好，拿到就可以吃，我心动下单了，没想到

拿到后打开是非常生的，宣传的和实际产品严重不

符。”消费者王熙媛抱怨，虽然最终和商家协商了赔

偿，但有过这样的一次经历以后，她对直播购物产

生了怀疑。

——数据注水。一位业内人士说，愿意冒风险

就愿意去刷量。流量是第一步，转化率是第二步。

网红直播的收入，跟流量有一定关系，但最终还是

要看转换率。记者在网络上搜索关键词“翻量工

具”，淘猫流量、流量猎手都在其官网上提示，可以

提供直播刷量服务。一位流量猎手平台的客服介

绍，增加 1 万的观看量价位在 400 元至 500 元，并且

声称是增量数据，不会被平台查出造假。

——售后欠缺。一位消费者向记者表示，她通

过直播购买了一件衣服，直播里说一周左右就能发

货，结果两周还没有发货。客服回复称由于订单

多，衣服仍在赶制。记者了解到，网红直播中存在

不可控因素，比如销售之后产品不能如期生产、发

货，从而造成大量退单。

目前，多家电商平台已着手整治：淘宝直播引

入了“人工智能”识别技术、品质分等功能，并与原

有的商品、商家治理体系结合，保障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蘑菇街设有专业反作弊团队，对不正当竞争

进行打击，对有虚假交易行为的商家给予降权、流

量屏蔽、清退等处罚。

同时，监管部门也对直播业态进行规范。国家

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发布通知，要求网络视听电子商

务直播节目和广告节目用语要文明、规范，不得夸

大其词，不得欺诈和误导消费者。

打造全新“剁手”方式 直播带货更需“祛火”升级
新华社记者 张 璇 王俊禄

本报记者 马爱平

国内新能源汽车行业虽然不会因为一家国外

车企的进入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特斯拉

的品牌影响力，势必会对整个行业造成一定影响。

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国产新能源

汽车想要冲击高端市场将变得更难。目前国产新

能源汽车里面，有望冲击高端市场的有蔚来、比亚

迪等。而自 Model3以后，特斯拉旗下车型将陆续

实现国产化，这势必会让国产新能源汽车冲击高

端市场受阻。“毕竟同样或者相差无几的价格，更

多的人还是愿意考虑入手特斯拉。”王旭说。

值得一提的是，特斯拉 Model3基准版不高于

30 万的价格优势，或能倒逼国产新能源汽车价格

回落。其动辄 50万至 70万的价格，让一些消费者

望而却步。

当然，特斯拉带来的并不仅仅是“坏消息”。

特斯拉国产，在产业上下游与国内不少企业有深

度合作。据不完全统计，A 股中有 32 家上市公司

已进入特斯拉供应链，近期还有 8 家公司“紧急”

披露与特斯拉的合作关系。

而按照特斯拉在质量上更高标准的诉求，一

旦进入到特斯拉供应商库，意味着相关企业也将同

步提升其制造工艺等能力，并在大规模订单下实现

不尽是坏消息
相关企业迎来新机遇

国内新能源车企如何在特斯拉的强大攻势下

杀出一条血路呢？首当其冲的应该是技术革新。

面对特斯拉强大的技术背景，只有不断发展自身

技术、降低成本、做好产品，才能取信于消费者、立

足于市场。

在自身提升品质的同时，“走出去”也是我国

新能源汽车突围的另一渠道。2019 年以来，新能

源汽车出口表现较强。王旭介绍称，2019 年上半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增长 78.5%，“平均价

格增长 50.4%。基于这一优势，未来出口潜力巨

大。这或许将成为我国汽车产业新的增长点，改

变我国汽车出口长期不足的局面。随着‘一带一

路’的推进、电池等技术的成熟、产业链经验的积

累以及在海外市场品牌的树立，我国新能源汽车

内外共同发力，发展步伐必将加快。”

“国产新能源汽车要加速提升自己的产品实

力来应对未来竞争激烈的局面，不然很可能重复

传统燃油车的路。”王旭说。

走出去+提升实力
国产新能源汽车有望立于不败之地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昊）“铝材加工产品同质化、低价竞

争等现象还很严重，部分高端铝材还依赖进口，C919 大飞机

铝材国产化率低于 30%。”在近日举行的国际铝产业高质量发

展论坛上，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田永表示，推动铝产

业高质量发展，依然离不开科技创新。

“2018年，全国铝材加工综合产量近 4000万吨，比 2017年

增长 4%。但实现利润却比上年下降超过 40%。”田永说。

事实上，当前我国铝产业已建立起了完善的工业体系，铝

消费步入了低速增长阶段。“伴随着铝行业依旧存在的结构性

矛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然任重道远，铝产业到了必须走高

质量发展之路的关键时期。”

长期从事材料科学研究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葛昌纯表示，

材料新技术是材料工业产品质量升级换代的保障和产业升级

的前提，更是铝合金产业发展的基础。

他认为，我国铝合金产业发展中存在着“重器件、整机、大

工程，轻材料”的现象；当问题出现时，才认识到适度超前布置

铝合金研发和应用的重要性。而一些企业、科研院所和学校则

缺乏对铝合金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长期稳定的支持和耐心。

“如果不从根本上树立正确的铝合金产学研密切结合的

发展观，仍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么有可能今天补上了

短板，明天还会出现更多的瓶颈问题。”葛昌纯说，科技创新具

有乘数效应，实施铝产业创新驱动发展，可以全面提升产业的

质量和效益，推动铝产业发展方式转变。

英国商品研究所（CRU）中国区首席执行官约翰·约翰逊

预计，2020 年，由于汽车行业开始复苏，铝产业增速会出现回

升。未来，从全球铝产业来看，增速将会稳定在 3%左右。

“作为我国制造业重要支撑行业，铝产业进入动能转换的

战略机遇期和关键窗口期。”田永说，“在国内资源匮乏、市场

竞争日益激烈和呈饱和局面的态势下，必须要实施开放合作

战略；建立铝加工研究平台，加大技术改革创新，推出高精产

品；扩大铝应用范围，‘以铝代钢、以铝节木、以铝节铜’，重点

在交通运输、建筑结构、电力三个领域扩大铝应用。”

补齐铝产业短板

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科技日报讯 （金凤）“眼下，城市设计日趋千篇一律。许

多城市设计缺乏完整的技术体系，造成城市空间与自然环境、

历史文化环境的割裂。”近日，中国科学院院士段进在“城市空

间发展理论及其应用”主题演讲中表示，由于发展水平和认知

理念不同，很多城市在空间设计上，存在着风貌破坏、无序建

设等问题。

基于 30 余年的城市规划设计与理论探索经验，段进认

为，在城市历史建筑及区域保护方面存在着孤立看待的问题，

在确定了对某些历史遗存或区域实施保护措施后，其余区域

就不再考虑与之的关联。“事实上，外围的相关建筑或区域也

十分重要。例如某些建筑形式与当地居民、自然风物能很好

地融合，这些建筑形式几十年、上百年来已经融入人们的生

活，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段进说，对于老城区，目前也存在粗暴的建设方式。一旦

建筑质量下降、功能使用发生变化，人们就会拆掉重建，而拆

下来的钢筋混凝土等建筑垃圾又很难降解，这对城市环境的

不良影响也很大。所以，即便要拆，也需慎重。“对一些工厂和

大型建筑，我们主张再利用，不能一味拆。”

华丽通透的玻璃幕墙，目前风行于很多城市的高楼大厦，

但在段进看来，这种时尚的建筑材料，未必适合所有城市。段

进说，“例如一些南方地区紫外线很强、平均气温也很高。使

用玻璃幕墙的话，无论从保温还是防止炫光的角度来说，都并

非好的选择。”

段进曾在苏州环古城风貌保护工程中承担设计工作，针

对苏州古护城河出现的环境恶化和文脉断裂等问题，对当地

的历史遗存进行再生规划。“例如古护城河上的桥并没有拆掉

重建，而是在原桥的基础上，加建了传统风貌的休息廊与装

饰，既避免了大拆大建，又再生了历史风貌，使它们与周围环

境融为一体。”段进说，“而在雄安新区的建设规划中，我们以

‘大历史观’‘大山水观’为宗旨确定了雄安新区的布局——方

城居中，集中体现中华传统营城理念；南北中轴和东西轴线四

向延展，融会当代城市精神，形成北枕燕山山脉，南临白洋大

淀，西望太行群峰，东通渤海雄湾的大山水格局。”

段进建议，未来的城市设计也要有国家标准，特别是在国

土空间规划里，需要植入城市设计的内容和方法。

城市设计千篇一律

缺乏完整技术体系是“病因”

铝产业是广西传统支柱产业之一。该省研发生产的
高端铝合金等材料已成功应用于运载火箭、大飞机、高速
列车等众多领域。 受访者供图

中国的新能源汽

车市场十分庞大，从价

格到性能可以满足不

同车主的购车需求。

一款外来品牌的新能

源汽车尚不足以撼动

我国汽车市场。

国家新能源汽车技术中心数据显示，2019 年

以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高速增长：上半年，新

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61.4 万辆和 61.7 万辆，同

比增长 48.5%和 49.6%，其中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

完成 49.3万辆和 49.0万辆；2019年第三季度，新能

源汽车继续保持强劲热销势头，整个新能源汽车

销量突破 20万辆。

“虽然车企面临补贴退坡压力，但 2019 年以

来，各地均出台了多重措施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

发展，特别是‘国六’标准以及燃油车新政的实施，

推动了新能源汽车 2019 年上半年产销量的高增

长。”王旭说，“与此同时，我国汽车市场结构不断

调整，乘用车市场份额持续攀升。新能源汽车出

口表现突出，其高增长势头也带动了动力电池产

业的持续高涨，充电基础设施布局更趋完善。”

而在政策方面，由于补贴新政以关键技术指

标提升为核心，采取“低退高补”，降低了续航在

300 公里以下的纯电动乘用车、新能源客车、新能

源货车和专用车的补贴标准。

2018 年以来，续航里程、品质做工、用户满

意度都在提升，消费者选购新能源汽车的意愿

也在提升。“这些好现象，充分体现了我国新能

源汽车产品性能提升，成本不断降低的利好趋

势”。王旭说。

国产新能源汽车发展稳中求进

新能源汽车的新能源汽车的““哥斯拉哥斯拉””来了来了
这对国产车企来说也不全是坏事这对国产车企来说也不全是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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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效应，达到企业制造水平、产能及收入的增长。

“有压力就有动力，国产新能源汽车考虑到未

来的发展，势必要提升自己的产品力；在整个‘抗

压’过程中，有的车企崛起有的车企走向衰亡，优

胜劣汰也在促使整个行业的快速发展。”王旭表

示，“此外，特斯拉在一定程度上能提升消费者对

新能源汽车的认可与看好程度，有利于我国减排

政策更好地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