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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加入负责任采购网络
本报讯 大众汽车集团日前宣布正式加入一个开放式的
行业合作平台，旨在负责任地采购战略性矿产资源，并利用区
块链技术提升全球矿产供应链的效率、可持续性和透明度。
加入该合作平台将使大众汽车集团更深入地了解电动汽车锂
离子电池的原料——钴的来源，以及应用于汽车生产过程中
的其他各种矿物的来源。
该平台以 IBM Blockchain Platform 为基础构建、并采
用 Linux 基金会的 Hyperledger Fabric 技术，可用于追溯矿
物来源，旨在为供应链中规模不一、发挥不同作用的相关各方
提供便利。该网络系统中的成员均经过 RCS Global 验证，严
格遵循负责任采购标准，通过获得的安全权限，向平台提供、
查看数据，实时跟踪并记录整个供应链中的矿物流向。平台
上的数据不可更改。
目前，区块链网络中的成员涵盖供应链中各主要环节的
参与者，从矿区到终端用户。参与此次合作的其他成员包括
福特、华友钴业、IBM 和 LG 化学，以及共同创立该合作项目的
负责采购专家 RCS Global 集团。
作为世界领先的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在此次合作
中将贡献丰富的商业经验。大众汽车集团拥有遍布全球的供
应商和生产设备，在可持续供应商关系管理和矿物采购方面
也拥有第一手资料。
（古媛）

BMW 智能个人助理亮相上海车展
本报讯 作为全新“第一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宝马集团
一直致力于优化智能互联，为全球用户打造多样化的数字化
出行体验。本届上海国际车展，宝马集团在互联化方面的最
新创新成果，即 BMW iDrive 7.0 人机交互系统和 BMW 智
能个人助理同台亮相。
据 悉 ，BMW iDrive 7.0 人 机 交 互 系 统 已 应 用 于 全 新
BMW X5、创新 BMW X7 等车型，“BMW 智能个人助理”
也将伴随全新 BMW 3 系首次在中国发布，并在不久后随着
这款新车上市推向市场。
全新 BMW iDrive 7.0 人机交互系统采用了最先进的全
数字式设计，展现了 BMW 全新的显示和控制概念。同时更
关注驾驶者的个人需求，进一步优化了注意力控制功能。全
新液晶仪表将不再复制传统仪表的双椭圆样式，取而代之的
是如“天使眼”大灯般的经典造型，内部嵌入了实时导航地图
信息和多媒体信息。BMW iDrive 7.0 人机交互系统的个性
化还体现在驾驶者与车辆之间的多种互动模式。它可以让客
户在五维交互界面中自由选择，iDrive 旋钮、方向盘多功能按
键、触屏、声音及手势控制，实现人与车的自然沟通。
宝马在此次上海车展亮相 BMW 智能个人助理，是宝马
在数字互联领域的又一创新突破。驾驶者能够通过语音控制
车辆以及访问车辆功能和信息。未来，智能个人助理将与驾
驶者随行，无论是在家中通过智能音箱，还是在户外通过智
能手机，均可在车外与其进行互动。更重要的是，它也将与
其他数字语音助手兼容，从而连接其他快速增长的生态系
统。
（王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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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
氢燃料与纯电动并存互补
4 月 23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
2019 年一季度工业通信业发展情况新
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
人、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黄利斌介绍了
新能源汽车和氢燃料电池汽车的发展
情况，其中氢燃料电池汽车将与纯电动
汽车长期并存互补，将成为政策的助推
方向。
黄利斌表示，近年来，我国新能源
汽车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推广规模全
球领先，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整车和关
键零部件均取得长足进步。充电基础
设施建设顺利推进，特别是《乘用车企
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
并行管理办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新
能源汽车市场化发展的长效机制在不
断完善。
整体看，我国已建立起全球最为完
备的新能源汽车发展支持体系。同时，
我国新能源汽车的市场结构也在逐步
优化，在乘用车销售中的占比进一步提
高，个人消费市场也在快速兴起。这次
财政补贴政策做了一些调整，也是基于
2020 年以后补贴政策全面退出，并根
据新能源汽车规模效益、成本等因素，

以及补贴政策退坡退出的规定，综合考
虑作出的调整，有助于发挥补贴政策的
基础性、导向型作用，促进产业优胜劣
汰，
防止市场出现大起大落。
下一步，工信部将通过以下措施进
一步推动新能源汽车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一是坚持创新驱动，完善以企业为
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协
同创新体系。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
用，加快产品升级换代步伐，提升产品
市场竞争力。二是加快充电设施建设，
优化公共充电桩布局，研究新能源汽车
专用号牌基础上，给予更多使用环节的
优惠措施，提升用户使用体验。三是完
善扶持政策，实施《乘用车企业平均燃
料消耗量及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
办法》，建立新能源汽车市场化发展的
长效机制，引导地方财政补贴从鼓励购
买向支持充电设施建设、补贴充电服务
费等使用环节过渡。四是健全体制机
制，完善新能源汽车监管信息平台，建
立健全安全检查制度、消防救援体系、
安全事故调查处理机制等，提高新能源
汽车的安全运行水平。预计今年新能
源汽车产量可能会超过 150 万辆。

针对氢燃料电池汽车的发展方向，
黄利斌表示氢燃料电池汽车将与纯电
动汽车长期并存互补。当前新能源汽
车总体发展方向，包括氢燃料电池汽
车、锂电池纯电动汽车等，应该说氢燃
料电池汽车和采用锂电池的纯电动汽
车都是新能源汽车的重要技术路线。
从技术特点及发展趋势看，纯电动
汽车更适用于城市、
短途、
乘用车等领域，
而氢燃料电池汽车更适用于长途、大型、
商用车等领域。工信部认为氢燃料电池
汽车将与纯电动汽车长期并存互补，
共同
满足交通运输和人们的出行需要。
从目前看，氢燃料电池汽车的产业
化进程明显要晚于纯电动汽车。我国
氢燃料电池汽车在基础材料、关键零部
件、系统集成等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还
存在差距，整车成本较高，氢能基础设
施建设也相对滞后。氢燃料电池汽车
的发展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还依赖于
整体氢能产业链的发展及相关的政策、
标准、法规的不断优化完善，某种程度
上比电动汽车的推广难度可能还要大。
下一步，工信部将进一步加大工作
力度，联合有关部门开展示范运行，破

解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化、商业化难
题，大力推进我国氢能及燃料电池汽车
产业的创新发展。
目前的汽车行业，氢能源汽车分两
种，一种是直接燃烧内燃机中的氢气及
空气中的氧产生动力的氢内燃车，另一
种是使氢或含氢物质及空气中的氧通
过燃料电池产生电力驱动的氢燃料电
池车。前者因氢燃料消耗极快、续航里
程得不到保障而基本被弃用，后者因为
更高效而成为推广对象。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李克强总理考
察丰田汽车以及今年两会多位代表、委
员呼吁发展氢能源汽车，已经开始搅动
这一市场。近日，丰田、北汽福田、亿华
通合作推出氢燃料电池客车、现代将在
四川生产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消息，也在
持续推高这一领域的热度。
目前，欧、美、日、韩都已推出燃料
电池汽车支持政策，提出了不同阶段的
燃料电池产量、规划、加氢站建设数量
等具体目标。车企方面，早有传闻丰
田、本田、现代、福特、通用、戴姆勒等多
家跨国车企都已加入了氢燃料电池车
发展规划。
（王亮）

上汽大众 T-Cross 12.79 万元起上市

近日，上汽大众 T-Cross 在杭州
上 市 ，建 议 零 售 价 为 12.79 万 ~15.99
万。T-Cross 搭载 1.4TSI、1.5L 两种动
力，分别匹配 DSG 七速双离合、Tiptronic 六速手自一体变速箱，共提供 4

个版本。
T-Cross 将都市时尚、年轻风范与
SUV 风格结合，颜值出众。几何蜂窝
元素格栅设计、剑型双腰线、17 英寸精
车铝合金轮毂，搭配标志性立体 LED

尾灯，车身轮廓鲜明动感。同时，内外
同色设计首次应用在上汽大众车型上，
以炫彩内外配搭带来独具一格的视觉
风潮。10.2 英寸高清彩色液晶仪表、
Beats 音响系统带低音炮、透镜式 LED
大灯等，
更是同级少见的吸睛科技。
LED 尾灯、ESP 车身动态电子稳定
系统、定速巡航系统、RKA+智能胎压监
测系统、电动可调外后视镜、四门一键
式防夹电动车窗、6.5 英寸中控彩色触摸
屏、Clean Air PM 2.5 空气净化装置、
后排双 USB 接口等，
均为入门配置。
4218mm × 1760mm × 1589mm
的车身尺寸下，T-Cross 的轴距比欧版
车型再加长 88mm，达到标准紧凑级别
的 2651mm。其内部空间超出预期，后
排头腿部空间不输于 A 级车。0.87 平

方米的全景天窗在同级车中遥遥领
先。最大可扩展至 1319L 的行李厢充
分满足载物需求。此外，车内氛围灯、
Climatronic 双区自动空调、后排出风
口与双 USB 接口，
增加舒适便利体验。
1.4TSI 发动机（带 Sport 模式）最
大 功 率 110kW，最 大 扭 矩 250Nm。
1.5L 车 型 的 最 大 功 率/扭 矩 达 到 了
83kW/145Nm，90km/h 等速油耗低至
4.4L。两款发动机均具有“高效低耗”
的特性。
驾乘安全上，T-Cross 配备了透镜
式 LED 大灯、AEB 自动刹车辅助、疲劳
监测、8 英寸全玻璃设计多媒体导航娱
乐系统、10.2 英寸高清彩色液晶仪表、
雨量感应静音雨刮等，在同级车中优势
明显。
（古媛）

领克 02 荣膺 C-NCAP
碰撞测试最高评级
本报讯 2019 年中国新车评价规程碰撞测试成绩于日前
正式发布，高能轿跑 SUV 领克 02 以 95.0%的最高综合得分
率获得最高五星+评级，成为现行中国汽车安全碰撞标准体系
2018 版规则实施以来唯一获得五星+成绩的车型。凭借全
面、领先的安全策略，领克 02 在乘员保护、行人保护和主动安
全三大测试项中分别获得了 97.97%、78.59%、97.23%的高得
分率，其中乘员保护更获得单项最高得分。
基于先进的 CMA 基础模块架构打造，领克沿袭了沃尔沃
严苛的安全基因，并打破传统安全认知，在设计之初就考虑到
了包括被动安全、主动安全、行人安全、环境安全和财产安全
的“全域安全”
理念，将对安全的理解回归于“人”
。领克 02 的
360°全方位无死角超强安全车身经受了严苛测试，并引入了
高于欧美行业标准的内部安全工况验证，可同时满足欧洲、美
国、中国等各碰撞测试最高评级标准。与沃尔沃技术一脉相
承的主被动安全策略以及世界一流的供应商体系，给予车内
人员更强的安全防护能力。
2018 版 C-NCAP 碰撞测试中，侧碰移动壁障的台车质量
由 950kg 增至 1,400kg，对于侧面车身结构强度提出了更高
要求。领克 02 的整车钢材由蒂森克虏伯、宝钢等顶级供应
商提供，车身高强度钢板使用率、超高钢板镀锌率分别达到
了 80.5%和 93.5%，同级最强的 1600 兆帕的超高强度热成型
钢使用率达到 16%，堪比核潜艇耐压壳体耐压强度，高强度
后防撞钢梁，加上激光焊接、热成型等领先技术的应用，铸
就了领克 02 如钢铁侠般坚固的躯壳，全面保护车内成员安
全。
（古媛）

宝马电驱动技术在北极圈进行测试
本报讯 BMW i 正在为下一代纯电动车型的上市做准
备，旗下三款全新纯电动车型——BMW iX3，BMW i4 和
BMW iNEXT 近日在位于瑞典 Arjeplog 的宝马冬季测试中
心进行一系列关键测试。
位于北极圈边缘的测试区域提供了理想的测试环境，冬
季气温低至零下 40 度，实现了在极端天气和道路条件下对车
辆的电子核心部件、驱动和悬挂进行综合测试。三款车型的
电动机、高压电池、BMW eDrive 技术以及悬架控制系统在
结冰的湖面上、雪地上、严寒中，都展示出了高性能和高可靠
性。三款车型会陆续推出，其中，BMW iX3 将于明年上市，
BMW i4 和 BMW iNEXT 计划在 2021 年上市。
明年，宝马集团电动化战略的最新篇章将由一款纯电动
SAV——BMW iX3 揭 开 序 幕 。 首 次 采 用 BMW 第 五 代
eDrive 技术，BMW iX3 强大的电动机和创新的电池技术的
完美配合使纯电动驾驶乐趣上升到了全新维度。作为宝马品
牌核心产品系列的首款纯电动汽车，BMW iX3 的续航里程
超过了 400 公里并支持使用 150 千瓦的直流充电桩，非常适
合通勤和长途旅行。该车型将在沈阳投产，不仅在中国销售，
还将出口到全球市场，
服务于全球各地客户。
（王亮）

雷诺未来概念车登陆上海
在日前开幕的上海国际车展上，东
风 雷 诺 首 款 都 市 纯 电 SUV——Renault City K-ZE 正式全球首发亮相，
开启东风雷诺新能源市场的战略布
局。同时，雷诺将引领未来出行理念的
EZ-ULTIMO 概念车带来中国，惊艳
上演亚洲首秀。
“中国是全球最大、最具活力的市
场。雷诺将不断向中国引入先进技术
和优质产品，”雷诺集团首席执行官蒂
埃里·波洛雷表示，
“ 雷诺在全球实施
‘驾驭未来’战略发展规划，将中国市场
视为重中之重”
。
雷诺集团的智能出行全新概念车
EZ- ULTIMO，将 为 人 们 提 供 电 动 技
术、互联技术、自动驾驶技术和共享出

行的解决方案。人们可以提前一小时
或者提前一天预订 EZ-ULTIMO，获
得私人定制行程和线路，开启高端出行
体验。
EZ- ULTIMO 的 外 观 和 设 计 ，完
美 诠 释 了 雷 诺 品 牌“ 轻 松 生 活 ”的 理
念。它拥有宽敞舒适的车内空间，同时
配以自动门和可旋转座椅，方便乘客进
出及乘坐。非透明的车窗有效保护了
乘客隐私。对于内饰，EZ-ULTIMO
充满着法式优雅和生活灵感。实木、大
理石和真皮等奢华材质的运用，让乘客
尽享顶级休闲生活空间。
同时，EZ-ULTIMO 配备 L4 级自
动驾驶技术，人、车、基础设施相连，可
适应城市环境、高速公路或专用道路上

的各种外部环境，
满足各类用车需求。
EZ-ULTIMO“电动、智能、互联、
共享”的设计理念与中国汽车行业“新
四化”的发展趋势不谋而合，未来将给
消费者带来更高端、更具个性化的出行

新体验。雷诺集团始终把中国市场放
在“驾驭未来”中期规划的核心位置，此
次上海车展，雷诺为中国消费者带来的
诸多重磅消息，坚定了雷诺“在中国、为
中国”
战略的全面实施。
（王亮）

以现代化物流服务做强汽车供应链
作为国家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汽
车行业正在面临着历史性转型时期，做
强汽车供应链的任务异常紧迫。
我国学术界对于汽车产业供应链
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企业界对供
应链管理的应用却举步维艰。随着产
销数量的不断增长，国内汽车企业传统
供应链的自建物流、自我服务管理模式
已经很难满足市场对于高时效、低损耗
的要求，高昂地运输成本也使汽车制造
企业失去竞争优势。如何成功构建中
国汽车行业企业的供应链管理体系？
笔者走访了刚刚完成供应链升级的菲
亚特克莱斯勒亚太投资有限公司，对话
其供应链高级经理张雪冰，分享她独家
地供应链创新与升级经验。
张雪冰拥有十余年供应链管理、项
目管理、流程改进、需求计划、物流、商
品策略和资源优化方面的国际经验。

在她看来，汽车供应链不仅是一条联接
供应商到用户的物料链、信息链、资金
链，也是一条增值链。物料会在供应链
上因加工、包装、运输等关系而增加其
价值，给相关企业都带来收益。
就目前国内现有的汽车供应链体
系来看，只能提供单一物流服务功能，
且服务成本高，赢利空间小，在管理信
息系统的投入和开发明显不足是其主
要问题。结合菲亚特克莱斯勒供应链
团队的管理方案，张雪冰提出了专业意
见。
随着供应链方式下全球采购物流
和模块化供应体系的发展，汽车行业分
工向纵深方向发展，零部件的生产和配
送功能逐渐从制造企业中剥离，整车企
业和零部件企业的分工模式逐渐呈现
专业化，汽车物流供应链也应从出厂与
入厂两个角度来构建全新的流程。

为构建柔性化汽车销售物流系
统，满足消费者零公里交付和准时化
供货，张雪冰开发了物流供应链智能
化追溯协同系统与安全监管及物流追
踪系统，实现运送过程全程追踪监
控，减少物流车辆空驶率 （特别是返
程空驶率） 的情况，打造更经济、更
高效、更安全的整合物流服务网络，
以高水平的综合物流服务系统提高出
厂物流的管理水平。
对于优化入厂物流管理，满足精益
的生产方式，张雪冰研发出汽车零部件
供应链管理系统、汽车物流供应链智能
化调度系统等智能系统，对整个供应
链、物流系统进行一体化全过程监控，
智能协调各部门需求与生产厂家的作
业流程。张雪冰解释，由于汽车工业生
产本身的复杂性，汽车生产既要防止生
产延迟，又要最小化存货，因此，只有建

立共同配送网络，保证零部件入厂物流
能根据生产节拍将上万种零部件准确
的运送到消耗点，实现及时生产；并
在制造商与供应商之间建立起信息通
道，将精益生产方式依次向下游的供
应商顺延，实现整条供应链的及时供
货，才能突破物流资源对汽车产业效
益增长的约束，打造优越的供应链发
展环境。
张雪冰表示，未来产业生态化、智
能化的前景，都使得供应链有了新的
角色和使命，是决定企业竞争力的重
要因素。汽车工业将走向大规模定制
化的智能制造体系，各企业也将直接
按照消费者的需求实时开展设计、生产
和服务。显然，只有掌握独特技术、具
有特色能力的供应链企业才能满足消
费者差异化需求，在这样的体系与形式
中立足。
(林秀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