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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瞳

造车已不是什么难事，但跨界造车也没那么容易，

想造出一辆与众不同的好车则更是挑战。动辄几十亿

上百亿元的投资，至少要干三五年才能见效，弄不好就

翻船掉到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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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9 日，重回线下的上海车展吸引了爱车人的目

光。除传统车企外，众多互联网企业，还有一些听起来

与车八竿子打不着的科技企业也挤进了造车的赛道。

搭载华为 Hi 自动驾驶系统的极狐阿尔法 S 上路实

测；百度 Apollo（阿波罗）L4 自动驾驶邀来一众明星体

验；无人机企业大疆以“大疆车载”智能驾驶业务品牌切

入汽车赛道……

而在 4月初，一张小米创始人、董事长雷军与蔚来汽

车董事长李斌、理想汽车创始人李想、小鹏汽车 CEO 何

小鹏、比亚迪汽车创始人王传福的合影照片传遍网络。

照片出现的几天前，小米通过香港证券交易所发布

公告，成立一家全资子公司研发新一代电动轿车。传言

终于变成了现实，小米加盟造车新势力。

除小米外，今年第一季度，百度、富士康、滴滴陆续

公开宣布造车。

以至于有不少网友调侃：“如果现在有人跟我说老

干妈要造车，我都不奇怪了。”

在新能源汽车补贴逐步退坡之际，造车热潮又汹涌

而来。而这一次，主角是科技巨头。

造车新势力战队旁，又生长起一群技术派，他们从

底层技术切入百年汽车工业智能升级。

这让很多人想起了智能手机市场初期的欣欣向荣，

一样的锣鼓喧天，一样的奋不顾身。

只是，大浪淘沙是必然规律，有人功成名就，也有人

将“白日梦”做成了“连续剧”。

争夺下一个流量入口，跑
步入场的背后是“不得不”

去年底，一张海报掀开了小米造车的迷局，也激起

了围观群众的好奇。

到今年雷军约朋友许知远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跑

步透露“有特大项目要干、准备了 100亿美金”时，人们认

定，这么烧钱，不是要造车就是要弄芯片了。

3 月 30 日，谜底揭晓——小米终于官宣成立全资子

公司造车。

雷军泪光闪闪：“这将是我人生中最后一次重大的

创业项目。我愿意押上我人生所有积累的战绩和声誉，

为小米汽车而战。”

煽情是同样的煽情，但与当年李斌、何小鹏、李想下

场造车时的热血不同，在造车这件事上，尽管董事会有

期待，雷军的内心曾经是抗拒的。

但他仍以圈内公认的“劳模”形象，用 75天的时间完

成论证，开启造车项目，小米绝对称得上是狂奔入场了。

有必要这么冲动吗？

在雷军过往的投资版图里，有包括蔚来和小鹏在内

近 10 家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企业，站在投资人的视角，他

对造车有更全局的理解和判断。

他很清楚，科技巨头纷纷下场造车的前提是，造车

已不是难事。

汽车正向着“新四化”（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共享

化）发展，汽车工业正面临着百年一遇的大变革。能源结

构的转变，让造车可以绕过发动机等三大件的传统技术

壁垒。软件定义汽车几乎成为整个行业的共识，科技互

联网巨头恰恰在软件、算力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算力、数据、AI、5G 融合催动下，汽车行业迎来新的

产业周期，智能汽车外溢为智能化社会不可或缺的基础

单元。5G 时代的到来，让智能汽车被看作是智能手机

之后的最重要移动终端，从这个角度看，是否造车，已经

不是一个选择题。它似乎成了每个有实力、又想抢占下

个风口的企业的必然选择。

何况，新能源汽车同时还是肉眼可见的有利可图的

行业。2020年全年，中国车市整体销量下滑 2%，而新能

源汽车完成 136.7 万辆销量，同比增长 10.9%，车市占比

约为 5.4%。据 IDC（国际数据公司）预测，中国新能源汽

车市场将在未来 5 年迎来强劲增长，2025 年市场规模可

达数万亿元。

谁还会对这样一个增量市场无动于衷？

正因如此，以各种姿势登上战车的人越来越多，造

车赛道越发拥挤。

提前出发的特斯拉和带着互联网基因的蔚来、理

想、小鹏们已完成了资金、技术、供应链、品牌、渠道及用

户的初步积累。

阿里联合上汽发布了智己汽车，李彦宏承诺百度与

吉利合资的集度汽车最晚 2024 年面世。苹果将造车计

划提上日程，传统车企加速智能化转型。华为以核心软

硬件供应商角色入局，据透露，搭载自动驾驶功能的 Hi

版车型最快今年 11 月交付，华为车 BU 总裁王军说，未

来将会在华为门店尝试售车，这款拥有华为基因的车基

础版售价将为 38.89万元。

造车逻辑各有不同，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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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造车新势力们各有各的逻辑。

特斯拉、威马汽车走自建工厂造车的路数不同，烧

掉数千亿后，上一轮新造车运动留下了“宣传—烧钱—

代工—上市—圈钱”的套路。谁跑得快，谁能把故事讲

圆，谁就能抢先获得资本垂青。

虽然这个游戏规则怎么看都是忽悠的成分更多，以

蔚来、理想、小鹏新能源汽车三兄弟为代表的一拨企业

还是相继走出了困境。

李斌说：“我们用三年多的时间证明了我们不是骗子。”

互联网及手机厂商则希望借助自身优势进入智能

汽车赛道。

从与现有业务协同创新和商业路径选择上看，小米

与华为有着相同的逻辑。

在小米、华为的眼里，汽车已不是汽车。小米早在

2013年就在提前布局智能物联网，并率先提出 Alot概念

（人工智能与物联网相结合产生的智联网）。多年来，小

米就像一只孵蛋的老母鸡，孵化出一整条智能家居场景

生态链，独缺智能汽车这个大终端。

客观地说，在智能家居生态链建设上，华为被小米

甩在了身后，且拉开了距离。人们家中能接触到的智能

产品几乎都有小米的身影，华为的不多。

但是，华为与其他公司都不同的是，在围绕智能家

居、智慧办公、智慧出行与运动健康、影音娱乐等高频应

用场景打造生态链协同的同时，锚定了汽车部件供应商

的角色，希望能成为博世、英特尔一样的公司。

阿里和百度等公司则选择与车企成立合资公司造

车，这种造车模式中，车企拿出制造优势，分出了产能，

互联网公司则让车辆驶向智能驾驶有了底气。

阿里的优势是达摩院和阿里云，百度侧重技术平台

与方案输出，通过 Apollo 平台打开了自动驾驶的道路，

目前已拥有完整的 L4 级别自动驾驶技术，很多测试场

都有它的身影。

目前百度 Apollo获得专利数 2900件，获得测试牌照

总计近 200张，其中超过 120张为载人测试牌照。此外，

Apollo 还有丰富的落地运营数据做支撑，测试里程总计

超过 700万公里。

恒大汽车的路径又与“凡人”不同。虽然没有独立造车

经验，但却敢为新能源汽车天下先，同步研发了 14款车。

虽然还没有见到一辆车交付，却定下了2025年实现年产销

超100万辆、2035年实现年产销超500万辆的目标。

恒大在 4 月 19 日高调邀请多家媒体到位于上海的

恒驰汽车工厂实地参观。但相关负责人坦言，目前生产

线还处于试运行阶段，还没有量产车上线制造，近期尚

不能实现实车交付。

资本的狂欢？造车不是拼
流量，还得看技术

谁也不能否认，这一轮造车热离不开资本的推波助澜。

特斯拉股价市值一度逼近万亿美元，雷军投资的蔚

来一度以千亿美金市值超过小米。2020 年新冠肺炎疫

情肆虐全球，传统汽车进入负增长，特斯拉、蔚来的股价

却暴涨十倍以上。

资本追捧之下，厂商的销售额追不上市值的增长。

据相关媒体测算，2020 年，特斯拉卖了近 50 万辆车，每

辆车售价约 4 万—5 万美元，但至少上涨 5000 亿美元的

市值分摊到 50万辆车上，每辆车相当于 100万美元。

从蔚来所经历的天量融资、疯狂烧钱、流血上市、资

金接近断裂的周期看，造车就是一个“烧钱”的无底洞。

李斌曾说，没有 200 亿元，不要造车。恒大说，造车

已经投了 474亿元。

“造车，小米亏得起”，100 亿元人民币注资、未来十

年 100 亿美元的投入、1080 亿元人民币现金储备显然给

了雷军底气。

但很明显，光有钱不能造好车。2020 年，倒在量产

前夜的赛麟、博郡、拜腾汽车在烧掉了上百亿元后黯然

离场。

资本的眼睛看的是机会和预期，但下场造车不仅需

要资金和时间，更需要技术的支持。如果有技术缺憾，

讲的故事越好听越脆弱。

观察人士认为，新一轮造车热中，或应更关注基础、

核心技术和零部件的研发。

近几个月持续发酵的车用芯片短缺已不是新闻。事实

上，车用高端芯片的供需矛盾并非新话题，多年前在国内就

已备受关注。事实上，不少业内人士和机构普遍认为，中国

还没有足以替代现有外国产品、自主可控的汽车芯片。

咨询公司罗兰贝格发布的《中国新能源汽车供应链

白皮书 2020》显示，在全球汽车半导体行业前 20 强中，

中国本土企业仅占一席。在中国每年 2800 万辆的汽车

市场，中国汽车半导体产值占全球不到 5%，部分关键零

部件进口量在 80%—90%。

另有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全球汽车芯片市场规模

约为 3100 亿元，国内车规级芯片产业规模不足 150 亿

元，而同期我国汽车产业规模占全球市场达 30%以上。

针对这种情况，国内车企中的比亚迪、上汽等已经

先后入局车规级芯片领域。去年 9 月，科技部、工信部、

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中心等牵头 70 余家企事业单位成

立了中国汽车芯片产业创新战略联盟，旨在建立中国汽

车芯片产业创新生态，补齐行业短板。

当传统汽车已很难见重大技术突破，智能汽车已从

机械产品变成了消费电子产品，而消费电子产品又是出

了名的产品迭代速度快。在这个赛道没有一劳永逸。

相比手机等消费电子产品，汽车，哪怕是号称能实现模

块化组装的智能汽车，对技术的要求也不可同日而语。

有评论认为，科技公司进入造车行业后，首先要重

视汽车体系，敬畏制造业，特别是安全性能和重体验的

体系，其次在智能联网等空间布局上下功夫。其中，自

动驾驶能力是面向未来的新能源汽车核心竞争力，小米

虽然在汽车领域已累计申请约 800 项专利，但坊间评论

“不太硬核”，从技术储备上看赶不上大部队。

小鹏 4月 14日发布的第三款车上，自动导航辅助驾

驶功能（NGP）已从“高速NGP”升级到“城市NGP”，也就

说，通过导航小鹏汽车可以在部分市区场实现自动驾驶。

而按照华为副董事长、轮值董事长徐直军的说法，

华为与北汽极狐合作开发的极狐阿尔法 S已能够做到市

区 1000公里无干预的自动驾驶，这比特斯拉好多了。

和上一轮互联网企业造车主要以资本推动不同，徐

直军提到两个数字，华为仅自动驾驶研发团队就超过

2000人，而投入其中的研发费用每年将有 10亿美元。

智能驾驶走到今天，技术发展的高度远超过一般人

的想象，但成熟度却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还需要更

多时间去修炼，在给用户安全用车保障的前提下，谋求

商业盈利。

特斯拉成立 15年后才首次实现盈利，品控问题却饱

受争议。糟糕的组装质量、漏水的车顶、拼不齐的大缝、

全车异响的内饰、刹不住车、甚至自燃……

那些先行者踩过的大大大小的坑所暴露出的供应

链管理和质量漏洞，后来者若不能填上或跳过去，将很

难俘获消费者。

互联网巨头跨界造车，能否笑到最后，还有待市场

考验。正如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所说：“这部百

年汽车变革剧，好戏还在后头。”

（本报记者操秀英对此文亦有贡献）

上海车展前夕，北汽新能源搭载华为 Hi 智能汽车

解决方案落地的首款量产车型极狐阿尔法 S 发布，华为

造车再次刷屏。

华为对汽车动心思已快九年，随着智能驾驶话题越

来越热，华为会不会亲自下场造车始终是舆论关注焦

点。尽管华为一再强调“不造车”，很多人依然坚信，华

为早晚造整车，就像当年它从通信设备制造商转身进入

手机市场那样。

这也怪不得坊间不信华为立的 flag，从华为下的“封

口令”——“谁再建言造车，干扰公司，可调离岗位”看，

华为内部对是否造车分歧还是很大的。

怀揣造车理想没有错，但下场前要想清楚，造车就

像个销金窟，自己是否有能力填得上。谁敢说，华为不

造车没有资金方面的忖度？

被网友称为“新能源三兄弟”的小鹏、理想、蔚来，进

入完全陌生且壁垒高驻的汽车行业，若没有资本的支

撑，走不到今天。

只是，走出生存危机后，它们的策略也发生了重大

转变，不约而同加大了研发投资力度。

此时，百度、华为、大疆等第二波企业也杀入了战

场，让我国智能汽车行业的竞争维度上升到技术层面。

如今，ICT 技术能力对自动驾驶汽车所需要的技术

和部件越来越有价值，而华为已经初步具备了“帮助车

企造好车”的全栈能力。因此，它把自己定义为“智能网

联汽车的增量部件提供商”，希望车企能采用它在智能

驾驶领域的全套解决方案。

想清楚了这件事，华为是不是下场造车已经不重要

了，它是奔着车联网世界下一个博世，或者车界的英特

尔在努力。

因此，要么有钱，要么有技术，不然，就别强行登上

智能汽车这辆战车了。

缺钱缺技术，别强行“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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