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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驭势科技创始人兼 CEO 吴甘
沙对《中国电子报》记者所言：“华为必然
造车，苹果也是。他们造车都是早晚要
来的事儿。”无论是媒体曝出的信息，还
是苹果大量与车相关的专利申请，或是
领英数据显示苹果已经挖走了特斯拉超
过500名员工，种种信息都透露出一个事
实：苹果造车，山雨欲来。

苹果造车，第一个坐不住的是特斯
拉CEO埃隆·马斯克。一直以来马斯克
是改变汽车时代的代表人物，是他把特
斯拉汽车做成了时尚、环保和新出行的
代名词，而这些词与当初人们用来形容
苹果所造iPhone何其相似。所以如果苹
果要造车，必然会与特斯拉“棋逢对手”。

于是马斯克在2020年12月23日在

其推特上爆料：“在特斯拉 Model3 最黑
暗的日子里，我曾经找到苹果的库克，希
望与他探讨苹果收购特斯拉的可能性，
但是库克拒绝参加会议。”言下之意：库
克你当年没有收购我，现在才来造车是
不是有点晚？

尽管马斯克对苹果造车心生醋意，
但股市对于苹果的可能造车却给予了积
极的回应。在消息被曝出后的几天，苹
果股价连续上涨，特斯拉股价则连续两
天出现下跌。

与马斯克对苹果造车的态度不同，
传统的汽车制造厂商对苹果造车表现
出了友善和期待。德国大众汽车集团
首席执行官赫伯特·迪斯表示：“我们期
待新的竞争对手，它们肯定会加速我们

行业的变革，并带来新的技术令人难以
置信的估值和资源获取，这一改变非常
值得尊重。正如我以前说过的那样，世
界上市值最高的企业终将再次花落移
动出行公司，它可以是特斯拉、苹果或
大众汽车。”

但赛迪顾问汽车产业研究中心总经
理鹿文亮在接受《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
时，却对苹果自己造车不看好，因为在现
代汽车产业链中，整车制造环节的利润
率远远低于电子和软件行业，除非现在
的整车厂无法满足苹果车的需求或者苹
果在整车制造方面有能力，苹果才有可
能自己造车。“苹果推出Apple Car，肯定
会与特斯拉直接竞争，目前汽车行业，无
论是整车制造环节还是智能化环节，特

斯拉都是业内做得最好的，并且具备快
速增长的潜力。这两部分内容是苹果造
车无法绕过的，因此它会与特斯拉展开
直接竞争。”鹿文亮说。

正是因为竞争，马斯克才会在这个
时间节点重提曾有意委身于苹果的“当
年事”。成功者可以在后来者面前重提

“当年勇”，现在的特斯拉已非当年到处
找钱的小弟，而是美国股市市值排名第
九的公司、新汽车的代言人。

不过摩根士丹利分析师亚当·乔纳
斯认为，苹果不是特斯拉的竞争对手，老
牌的汽车制造企业才是：“苹果可能对通
用、福特等老牌汽车制造商构成威胁，如
果苹果真的要施展拳脚，这两家公司将
很难与之竞争。”

本报记者 李佳师

最近，苹果将在2024年推出Apple car的消息被外媒曝出，同时还有媒体曝出Apple Car首款原型车已有数十辆在美国加州进行了秘密测
试，苹果近期还向不少中国台湾汽车零部件厂商提出备货要求等……诸多苹果造车的信息引发股市、车企、ICT产业的广泛关注。就在2021年新
年第一天，特斯拉宣布Model Y在中国狂降16万元，有分析称，这是抢占市场，应对苹果即将造车之举。苹果曾经重新定义了智能手机，现在苹果
要造车，会重新定义汽车吗？苹果会颠覆谁？又会给未来车的世界带来怎样的变革？

如果说苹果造车的种种信息还悬
在空中，那么华为进入汽车领域的路
线目前看来就比苹果明晰而且落地多
了，华为选择“赋能”的模式 （自己
不造车，帮助车企造好车） 来进入汽
车市场。除了此前推出各种解决方
案，在2020年12月22日举行的中国汽
车工业协会活动上，华为正式发布其
激光雷达产品和解决方案，并且强调
车规级、高性能、规模量产。

一直以来激光雷达就是自动驾驶汽
车的巨大成本中心，此前吴甘沙曾经透
露，激光雷达之贵是整个自动驾驶汽车
价格无法平民化的关键难点之一。有消
息称，百度自动驾驶汽车采用的Velo-
dyne 机械式激光雷达价格曾高达 70 万

元/台 （64线，8万美元）。由于高昂的
价格，还没有一家车企敢推出搭载激光
雷达的量产车。而在市场上苹果将造车
的消息出来前，激光雷达企业的股价就
一直在上涨。

按照介绍，华为的激光雷达是一
款 96 线中长距激光雷达产品，可以实
现城区行人车辆检测覆盖，并兼具高
速车辆检测能力，更符合中国复杂路
况下的场景。在第十二届汽车蓝皮书
论坛上，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BU总
裁王军曾表示，华为在武汉的光电技
术研究中心，正在研发激光雷达技
术，目标是短期内迅速开发出100线的
激光雷达。未来计划将激光雷达的成
本降低至 200 美元，甚至是 100 美元。

从目前相关信息来看，华为已按照年
产10万套/线推进产能，以适应未来大
规模量产需求。在华为发布车规级激
光雷达的同一天，率先搭载华为激光
雷达的ARCFOX极狐HBT智能电动汽
车的谍照也曝光了。

从华为的汽车版图来看，激光雷
达处于其“端”的重要组成部分。目
前华为汽车业务在“云-管-端”的架
构下，主要发力智能驾驶、智能网
联、智能座舱、智能电动、智能车云
五大模块，激光雷达属于智能驾驶中
的“端”这个部分。智能驾驶的工作
原理是通过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等
感知层硬件来探测汽车周围的环境，
获取数据后传输至决策层进行处理判

断，最后由执行层硬件具体控制车辆
的行驶活动。

相比毫米波雷达和摄像头，激光雷
达在目标轮廓测量、角度测量、光照稳
定性、通用障碍物检出等方面都具有极
佳的能力。而在难点场景下，例如城区
非规范行人、非规范道路，甚至是非规
范驾驶的行为，急需激光雷达来解决。

未来的汽车将是“四化”融合的产
物，这也意味着它需要各个维度的新玩
家加入其中实现融合创新。不同领域的
企业有不同的积累，无论是苹果的重新
定义汽车，还是华为的“赋能”路线，
都将给新汽车产业带来新的变化，都将
进一步加速更好、更便宜、更舒适驾乘
体验汽车新时代的到来。

尽管特斯拉已经坐稳了新能源汽车
“业界最好”的位置，但这个市场从来
都不是一成不变。就像当初的手机市
场，看似诺基亚已经江山稳固，照样被
做电脑出身的后来者苹果改朝换代、血
洗出局一样。

所以只要苹果可以实现更高的品质
和更低的成本，创造更不一样的驾乘体
验，就会有机会。“因为在智能及新能
源汽车时代，整车制造的门槛已经大幅
度降低，智能化方面的竞争力已经成为
智能电动车的核心竞争力，这方面苹果
具有明显的优势”鹿文亮说。

不仅如此，我们大家都对苹果充满
期待，因为苹果总会超出我们的想象。
而想象力是这个时代公司竞争力的天花
板，就像爱因斯坦所言：“想象力比知
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
力概括着世界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
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我们将爱因斯
坦的话进一步延伸，可以这样理解：想

象力比技术更重要，因为想象力推动着
技术进步和变革，而且技术可以花钱买
来。

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苹果就
是这样做的。苹果之所以能够带来颠覆
功能手机的iPhone，是因为在手机上率
先采用了触控操作系统，颠覆了传统手
机的操作方式。而其触控交互技术就来
自于收购的一家小公司。在所有公司都
没有想到可以这样用的时候，苹果敢于
把触控交互用在了手机上，创造了智能
手机，这是想象力使然。

那么在新汽车时代，苹果的想象力
在哪里，它有哪些可以带来变革的维
度？目前我们没有答案，但可以从其这
些年在汽车领域申请的相关专利、招募
的人员和技术积累的方向，以及汽车产
业正在发生变革的“新四化”（电动
化、网联化、智能化、共享化），寻找

“蛛丝马迹”。
其一是交互方式变革。这应该是苹

果的发力方向之一，利用AR、VR、语
音等将汽车场景与驾驶员、乘客进行更
好的交互，改变汽车与驾乘者的交互方
式。从功能手机到智能手机，交互方式
变革是苹果成功的核心要义，那么从传
统驾驶到自动驾驶的变革，交互方式同
样会是变革的方向。

其二是智能化与自动驾驶上的突
破。在系统上，会将机械化与智能化进
行更好的结合。在驾驶上，实现更高
智能的完全自动驾驶，是所有汽车包
括造车新势力与传统车企都在追逐的目
标，苹果造车必然要在这个维度有亮眼
的表现。

其三是电池的巨大突破。电动化
的核心在于电池，电池的表现力决定
了电动汽车的核心能力。据消息人士
透露，苹果新车可能会搭载苹果自家
突破性的电池技术。材料上考虑使用
磷酸铁锂 （LFP） 或磷酸铁锂的电池的
新化学成分，这种电池的化学物质不

容易过热，比其他类型的锂离子电池
安全得多。而且将采用非常规的“单
电池”设计，这种设计使单个电池更
大。

其四是在共享出行模式上突破。苹
果所造iPhone不仅仅是设计与软硬件能
力整合上有极致的表现，更在于其所创
造的商业模式，带来了消费者、运营
商、软件开发商共赢的苹果模式，创造
了一份繁华的苹果生态。那么在汽车领
域，苹果有什么样的想象力，又能带来
什么样的变革，令人期待。

目前关于苹果将何时以何种方式造
车，是自建工厂制造还是采用iPhone生
产的外包方式，并没有结论，究竟在哪
些维度进行发力，也都只是猜测。“但
从苹果公司产品的特点来看，一定是以
用户为核心重新设计的产品，与传统汽
车主打产品质量、驾驶品质不同，可能
会以智能化和内容为亮点，来满足人民
的出行需求。”鹿文亮判断。

苹果造车谁会坐不住
无论是媒体曝光，还是苹果大

量与车相关的专利申请，都透露出
一个事实：苹果造车，山雨欲来。

苹果所定义的汽车

竞争对手方案开始落地

因为苹果总会超出我们的想
象，而想象力是这个时代公司竞争
力的天花板。

如果说苹果造车的种种信息还
悬在空中，那么华为的造车路线目
前看来就比苹果明晰多了。

苹果造车苹果造车，，山雨欲来山雨欲来？？

总体运行情况

互联网业务收入呈稳中有落增长态势。2020 年
1—11月，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简称
互联网企业）完成业务收入 11466 亿元，同比增长
12.7%，增速较1—10月回落0.4个百分点，低于上年同
期9.7个百分点。

行业利润增速小幅回升。2020年1—11月，全行
业实现营业利润 1193 亿元，同比增长 9.9%，增速较
2020年1—10月回升1.1个百分点，仍低于同期收入增
速2.8个百分点。

研发费用增速回落。2020年1—11月，全行业投
入研发费用667.8亿元，同比增长7.7%，增速较1—10
月回落7.9个百分点，低于上年同期5.1个百分点。

分业务运行情况

（一）信息服务收入增速小幅回升，音视频服务增
长趋稳。2020年1—11月，互联网企业共完成信息服
务收入6385亿元，同比增长14%，增速较1—10月回升
2.6个百分点，在互联网业务收入中占比为55.7%。其
中，音视频服务领域高速增长态势持续降温，业务收入
增速回落；网络游戏企业的业务收入增长稳中有落；新
闻和内容服务类企业的业务收入扭转下滑局面；以提
供搜索服务为主的企业业务收入增速回升。

（二）互联网平台服务收入增长平稳，其中在线教
育、网络销售平台增速提高。2020年1—11月，互联网
平台服务企业实现业务收入 3856 亿元，同比增长
14.2%，增速较2020年1—10月回升0.4个百分点，占互
联网业务收入比为33.6%。其中，以在线教育服务为
主的企业增长再次提速；网络销售平台企业业务收入
增幅明显提升；以提供生活服务平台服务为主的企业
业务收入增速略有回落；以提供生产制造和生产物流
平台服务为主的企业收入增速回落。

（三）互联网接入服务收入低速增长，互联网数据
服务收入增速回落。2020年1—11月，互联网企业完
成互联网接入及相关服务收入 374.8 亿元，同比增长
8.3%，增速较2020年1—10月提高2.1个百分点，但仍
低于上年同期21.9个百分点；互联网数据服务（包括云
服务、大数据服务等）收入 168.8 亿元，同比增长
13.2%，增速较2020年1—10月回落4.3个百分点。

分地区运行情况

中部地区互联网业务收入增幅回落明显，西部地
区增速回升。2020年1—11月，东部地区完成互联网
业务收入10039亿元，同比增长14.5%，增速较2020年
1—10月回落0.6个百分点，占全国（扣除跨地区企业）
互联网业务收入的比重为92%，比上年同期提高0.6个
百分点。中部地区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398.8亿元，同
比增长3.8%，增速较2020年1—10月和2020年1—9月
分别回落4.3个和8.8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完成互联网
业务收入436.8亿元，同比增长13.7%，增速较2020年
1—10月回升4.9个百分点。东北地区完成互联网业
务收入37.9亿元，同比下降0.3%，降幅较2020年1—10
月收窄0.5个百分点。主要省市实现平稳较快增长，其
他省市发展态势分化。2020年1—11月，互联网业务
累计收入居前 5 名的广东（增长 4.3%）、北京（增长
20.6%）、上海（增长20.7%）、浙江（增长29.2%）和江苏
（增长5.1%）共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9586亿元，同比增
长14.6%，增速超过全国平均水平1.9个百分点，占全
国（扣除跨地区企业）比重达87.8%，占比较2020年1—
10月提高0.1个百分点。全国互联网业务收入增速实
现正增长的省份有21个。

我国APP数量增长情况

移动应用程序（APP）数量持续小幅减少。截至
2020年11月末，我国国内市场上监测到的APP数量为
346万款，比上月减少2万款，环比下降0.6%。其中，本
土第三方应用商店APP数量为205万款，苹果商店（中
国区）APP数量为141万款。11月，新增上架APP数量
7万款，下架应用9万款。

游戏类应用规模保持领先。截至2020年11月末，
移动应用规模排在前 4 位种类的 APP 数量占比达
58.4% ，其 他 生 活 服 务 、教 育 等 10 类 APP 占 比 为
41.6%。其中，游戏类APP数量继续领先，达86.7万款，
占全部APP比重为25%，比上月减少1.7万款。日常工
具类、电子商务类和社交通信类APP数量分别达50.6
万、34.6 万和 30.3 万款，分列第二、三、四位，占全部
APP比重分别为14.6%、10%和8.7%。

游戏类应用分发总量居首位。截至2020年11月
末，我国第三方应用商店在架应用分发总量达到
15302亿次。其中，游戏类下载量达2437亿次，排第一
位，环比增长5.4%；音乐视频类下载量达2021亿次，排
第二位；日常工具类、社交通信类、系统工具类、生活服
务类、新闻阅读类分别以1693亿次、1685亿次、1415亿
次、1296亿次和1224亿次分列第三至七位。在其余各
类应用中，下载总量超过500亿次的应用还有电子商
务类（944亿次）、金融类（756亿次）、教育类（653亿次）
和拍照摄影（571亿次）。

2020年1—11月互联网

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12.7%

2020年1—11月，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
发展态势稳中有落，其中互联网数据服务收入
增幅回落较多，但信息服务和互联网平台服务
收入略有回升；不同细分领域增长分化，在线
教育、网络销售平台等保持较高增长速度。行
业利润增速有所回升，研发费用增速回落幅度
较大。

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