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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压铸这一块，特斯拉和鸿图合作的进展。

一体化压铸其实也开展了很久，目前一体化压铸有三块，现在目前正在定点，有一

块是我们的设备这一块。有一块是我们的材料这一块，有一块是我们模具这一块。

目前模具这一块现在跟鸿图接近达成了这样一个协议的方案，鸿图也想作为我们的

一级一体化压铸的一级供应商。目前他在模具、整个产品方面，他们现在正在跟我

们谈。

和鸿图的合作方式，类似委托文灿？还是特斯拉用自己做的这种模式，鸿图只是出

磨具和工艺？

一体化压铸是一个过程，目前都是特斯拉主导的。有三块是现在目前正在积极开展

合作，包括我们认可的，一块就是我们的设备，我们找了一家供应商。我们的模具

现在目前也在搞一家供应商跟我们合作；我们的材料也在跟供应商合作，这个东西

未来都会转到我们所认定的一家供应商那边去做，之前大家都知道我们可能跟文灿

走的比较近。现在由于一些原因后来广州鸿途这一块也拿到了一些资本，目前跟广

州鸿途也走的比较近。我们因为一体化压铸不止只有一块，我们接下来会有几块，

几块一体化压铸之间不可能只给一个供应商。可能也综合考虑的，其实很多都是大

家都有机会的，最终还是要看这几家。包括一些其他的因素。

设备除了力劲，有没有可能考虑布勒？

力劲收购了意大利的公司意德拉，跟他采购了很多。目前跟力劲也有一些问题，包

括产品系列等。以前只用一家，现在会引进第二家供应商。压铸设备在中国现在目

前除了国外进口的像布勒，中国的几家公司也都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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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鸿途的合作，模具是一块，像工艺和材料会跟他有合作吗？鸿途也有免热的材料。

切入特斯拉体系可能需要有一个强项的，比如说他在模具方面比较强项，他在材料

方面有强项。有强项的话，可能接下来会有更多的可能性。另外其实做一体化压铸

的这些供应商。最多还是希望能做我们的产品，能够给我们做交付。这是 Tier1 供

应商最理想的一种方案，一体化压铸这个工艺是我们这边倡导的。而且很多 Knowhow

都掌握在我们这边，那么倘若这个供应商没两把刷子的话，他的良率提升不上去，

他的成本会控制的很差的。所以这个东西都是要慢慢的一个释放的过程，所以说理

论上来说，后续的肯定是以交付产品为主导的。

鸿图进展比较顺利，可能也是大概率的事件。我们接下来可能第一块的一体化压铸

是我们自己在做。可能第二块一体化压铸，会逐步地放开到供应商那边做一些交付。

第三个完全就是由供应商来做交付了，我们可能只是一个就像供应链的一个管理的

程序。所有的这个压铸的材料，包括设备，包括模具都是他们供应商自己搞定，我

们只是来交付给我们产品，交付多少产品，我付他多少钱。

第三个开始就交付压铸件了，其他的可能由我们的参与在里面，因为技术的一些

Knowhow 还在我们这边。

特斯拉是有五台压铸机吗，但是有些调研有说三台，还预留了五个位置。所以这个

压铸机的数量不是很清楚。能不能确认一下，我们现在有几台压铸机？还有这几台

压铸机现在产能都跑满了没有？大概一年产量能有多少？

规划大概规划采购六条压铸线，现在目前大概有三条已经到工厂了，两条正在在途，

还有一条在下订单的过程中。目前产能基本上在上海的德国工厂基本上都排满了。

基本上我们接下来现在在做第二块的一个压铸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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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一台压铸机一年能产多少件？

现在节奏来看，一周可以生产两千多件，我们上个月的交付，交付了七万多，接近

八万左右。基本上都是一体化压铸件产线的，这八万多套基本上都是一体化压铸后

车身的产品，所以说目前我们一般来说可能接下来会有第二块、第三块的压铸，还

没开始。理论上来说要满打满弄的话，一年可以交付大概两百到三百万个产品吧。

三百万个是几台压铸机交付呢？

基本上三台压铸机的话，差不多实现后车身的压铸，另两台就是全车身的压铸。还

有一条压铸线是底盘的压铸，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接下来有三块会一体化压铸，三块

一体化压铸按照一年一百万基本上就是三百万台。

良率其实现在目前还停留在大概 90%左右，其实跟我们的目标还差得比较远。

之前市场有一些说法，说主要还是力劲的 6000 的锁模力不够。所以导致良率不是

很高，这个说法准确不准确？

我们和力劲现在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这只是其中一个很小的工艺的一部分，也

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找第二家供应商、第三家供应商来弥补这样一个产能工艺上的

一些不足。

力劲的问题能不能展开说一下？

展开问题很多，我这边也不方便去评论很多的供应商。工艺上确实是有些缺陷的，

因为我们目前对材料的把控还是算比较的严格，因为我们之前在美国调试的，在德

国调试我们是用美铝的，美国铝业的那个铝板材料是有排号的。相当于说美国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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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准和中国会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我们在中国是有南山铝业的。南山铝业在这个

热处理，包括材料的编号可能跟美国铝业会有些不一样，所以导致了工艺方面会有

一些需要改进，这个可能力劲作为改进工艺这一块不是他的强项。他毕竟现在虽然

是力劲收购了，但他毕竟还是意大利的公司在把控着这样一个整体的东西，所以说

改进还说相对来说比较慢。

力劲科技研发这一块主要是在中国还是在意大利？我们跟哪方对接比较多？

力劲其实就是收购方，其实大部分的我们的合作包括我们的邮件，还有我们的沟通

都是跟意大利人。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力劲可能扮演的就是一个资本方的角色。

德州的工厂今年 4 月份前车体已经有压铸件了，我们上海这边大概什么时候能上

呢？刚才您说已经在途了。那两条线。

现在德国和美国已经开始第二铸前车身开始一体化压铸的产品已经上线了，虽然可

能德州和美国相对来说，现在目前还是爬坡过程。产能比较低，但是后续可能也会

逐步导入到中国来。因为目前第二条线在途。等到了中国的工厂，自然而然肯定第

二条线就开始，预计是在 8月份左右。

还有关于前仓压铸我看也有一个观点，就是特斯拉前面的那个减震塔他也包进去

了，业界大部分是不包的。特斯拉做这个，您评估一下这个后面的风险大不大？碰

撞以后的风险。碰撞以后更容易损坏，因为我看到国内只有小鹏前置仓是设计的时

候是带减震塔，其他都是不带的？

这一块其实跟整体的工艺还是有关系的，目前，前车那一块的压铸其实是有一些工

艺上的风险。包括它的碰撞实验能不能过？能不能满足这样一个要求。现在目前因

为德国那边做得相对比较好一点，因为他们的工艺相对来说会比较成熟。设备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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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都比较成熟一些，所以说在这个领域方面可能德国那边会比较有优势，我们其实

也会学德国的一些经验。把他引入到中国来，所以我们前车身的一体化压铸不单单

是引进设备，还会引进更多的一些 Knowhow。引入更多的一些专家帮助我们把这个

事情做得更好，所以这个东西一定都会改善的，一旦我们落地这样的产品在中国。

现在如果去看 ModelY 的压铸，回过头来看 Model3 是老的车型，这个车型是不是不

太可能上一体压铸件了？

一体压铸件是从 ModelY 开始的，我们现在的 ModelY 的 2022 年款，接下来的 ModelY

的 2.5，我们的 2023 款基本都会采用一体化压铸。但是这个产品还是要看有待的成

熟度，因为目前他良率相对来说比较低一些，所以可能用在 ModelY 上会有风险，因

为 Model3 会有风险。Model3 毕竟他的成本还是控制的比较严格。因为他的成本优

势并不是太明显，所以理论上来说目前没有这个打算。但是 ModelY 一旦成熟了，良

率达到我们预期了以后，Model3 可能也会上的。可能会是在 2023 款，就是下一代

的产品。

良率的大概达到多少算是达到预期了？

现在没有办法完全预测。我们当然期望良率是 100%了，甚至 99.9%我们都允许。事

实上实际工作过程中达到 99.9%还是很难的。我们说了精益生产是 6C 的，基本上一

百万才 6个缺陷的零部件。我们如果要达到那么高的话，可能还是有难度的。

请问电池壳体现在这一块有计划没有？大概什么时候会做？

电池壳体目前我们一直都有，包括我们现在 4680，我们松下，我们都在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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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是那个大的底下的水冷板都一块做出来的那个，就是 CDC 中间的那一片。除了

前后车窗中间的那一段。

首先水冷板是用在我们磷酸铁锂上的。因为接下来目前只有方形电池才能用到水冷

板，我们原铸是不需要用水冷板，我们是直接通过缝隙间的那些管线冷却去冷却的。

目前宁德时代，我们已经选择了这个供应商。

有没有统计过从我们上海开始做一体化压铸 ModelY，现在大概出了多少代后出的一

些压铸的 ModelY 了？

目前我们应该是从 ModelY2022 年版的，和我们的 AMD 应该是同步的。就是我们

FSD4.0 这个芯片同步的，因此我们是在今年 4月份开始切换的。也就是说你得算一

下今年 4月份到 5月份、6月份、7月份，一共生产了多少产品，基本上就是我们的

一体化压铸的产品。

从售后的反馈上来看，一体压铸的对碰撞以后的维修成本影响，这个大不大？售后

那边有什么样的反应吗？

现在还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一体化压铸被碰撞坏掉的这种事故。毕竟产量比较低，现

在因为可能发生这样的问题比较少。所以现在目前还没有得到任何的投诉，任何的

反馈，但是我们基本上在工信部的备案，碰撞实验，耐久测试都过了，所以这个东

西目前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比较合格的产品。

如果将来我们是和广东鸿图合作的话，会不会要求他就近建厂，还是说让他们自己

去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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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鸿图也很感兴趣在临港投产。目前高层走得很近，会有一些未来的考量。包括

合作方面，未来的方向，其实他们也计划在临港那边建厂。包括现在很多跟一体化

相关的压铸的这样一些供应商，其实都会选择在临港这边建厂。

广东鸿图和文灿比的话，广东鸿图的优势主要是什么呢？文灿的问题是什么？

文灿之前做一体化压铸，可能想法会比较多，步子会迈得比较大，但是他的目标不

是单单和我们特斯拉合作。他是想做很多客户的一些一体化压铸的产品，这样的可

能对我们来说，可能我们会认为他会有些风险。比如说我给文灿生意的划分，文灿

马上把这个 Knowhow 都给我们竞争对手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可能关心的问题。第二

个他现在目前工艺并不是很成熟，尽管他推的计划，投入的计划也比较早。但是他

在工艺、良率这些东西并不是很成熟，他必须还得跟其他的热处理材料的供应商去

合作。广东鸿图可能相对来说会进我们走得比较近一点，他目前只有进去做我们的

供应商，那我们可以授权一些专利给他。也可以保证我们的一些专利得到很好的一

些稳定性，所以这也是我们和鸿图走的比较近的原因。

那么我们新增的这些压铸件，基本上我们就不会太自查了吧？只要是供应商供得上，

都可以让广东鸿图或者其他的供应商去做。能这么理解吗？

可以理解为我们把成熟的压铸车间搬到鸿图去了。最终是由广东鸿图来做交付，自

然而然他的很多 Knowhow 都是我们这边主导的。可能他具体不知道怎么样得到这个

Knowhow，但是他有这个使用 Knowhow 的 License。

那像海外呢？比如说美国还有德国？我们也会用这种模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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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在海外，基本上是我们目前自己在做的，未来也会开展国产化的工作，就

是通过我们中国供应链的优势，把这些好的供应商导入到我们全球的整车的产品体

系中去。这也是目前我们的一个规划，这条路肯定都会走的。

德州工厂上的那个 9000 吨的尼德拉（音 20：29）压铸机，他主要是生产哪一部分？

目前 9000 吨的话，就是在我们的后车身那一块。

是因为 model Y 车更大，所以需要更大吨位的压铸机吗？

对，一方面他的车体量比较大一些，他可能会需要很多吨位。因为理论上吨位越大，

压铸的零部件的个头也是越重的。

关于还有这个压铸机，我想请教您一下，布勒的品牌压铸机和力劲相比优势主要在

什么地方？

目前跟布勒合作还算比较少, 还在整个的调试，实验过程中，他的反应出问题现在

比较少，没有完全的很精确的比较。理论上来说，他可能也会在供应链这个方面会

牵制住一些力劲的行为，因为您也知道如果只有一家供应商的话。出了这个问题力

劲都认为可能是我们的问题，但是有了这样的供应商，基本上我们就可以做对标，

做比较看看大家是谁的问题。

布勒在成本上有没有优势？

成本都差不多其实，他们目前成本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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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除了布勒以外，还有没有再考虑其他的压铸机的供应商？

有，像国内的苏州一家，还有一家做制塑的，这些我们都在考察。伊之密。

伊之密的表现怎么样？有没有可能在国内的供应商能够拿到合作的资格？

这个都是要看后续的发展。因为理论上来说，他们有这样的产品，我们也在做一些

积极考核，在跟他们做一些积极的调研。其实大家机会都有的，因为你也知道我们

如果未来跟中国供应商合作，可能相对来说成本和优势会更加明显一些。所以理论

上来说这些我们都在做考量，但是目前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的，目前还在测试一个

过程中。没有那么轻松地去马上就开很多板。

新工厂传闻的是有三层一品，政府已经做好了。应该是现在公司和政府在做一些谈

判，包括交付税可能有些什么样的细节？我们就想知道这个新的工厂，我们看新闻

通告是 45 万的产能。我们看那个老厂一开始也是说的 45 万、50 万产能。当然后面

能扩展到这么大，这个新工厂是不是也预留了这么大的拓展空间呢？

新工厂就是我们现在上海工厂旁边的第二个工厂。理论上来说有 45 万到 50 万，未

来也会有这样一些产能扩充的方案，可能会达到接近 100 万左右，这样的一个产能。

其实 100 万是基本上我们最大产能了，产能的一个极限。所以理论上来说，他的潜

力还是比较大的。

现在这个老厂 8月份改完以后，是不是就已经算是到极限了？不可能再扩容了？

现在基本上我们的新工厂，你也知道我们现在正在做改一些产线。基本上改好产线

可以达到接近 100 万辆左右的产能，所以理论上来说，整道产能过去的话。基本上

这个老工厂的产能也达到了一个极限，那我们不得不扩展新的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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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还有开新工厂的计划吗？因为以前也去过广东南沙什么的这些地方。

我们以前计划在中国还要做第五个超级工厂。但是现在因为中美的关系和中国在疫

情中的表现，可能目前我们已经把第五工厂准备移到印尼去了，就是东盟国家去了，

所以可能第五工厂不在中国了。

看来这个疫情的影响还是蛮大的，这个压力测试。

因为他的国际影响力你也知道，这次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各方面可能对海外的进一步

投资可能会做一些动摇。再加上现在美国和东盟一些国家已经走得非常近了，什么

亚太经合组织他们也会有一些协议，因为未来美国也会以这种方式去支持亚太经合

组织成员国的一些工业方面的成长。所以说这个东西理论上来说，中国现在未来在

拿到特斯拉的下一步投资机会是越来越小了。

这次疫情，像我们理解其实就是对特斯拉的压力测试，包括海外市场，我们很多人

都担心，就是对中国市场的依赖于太大了。包括对供应链的依赖，所以也是担心后

续投资不足，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说，这次疫情发生以后，我们应该说当时是谁也

没有经历的，现在就考虑如果再发生一次疫情怎么办？再封锁怎么办？因为在 6 月

初的时候，我看行排长就在工厂大概那个方向望的两公里远，还看见了一个比较大

型的零部件的仓库，是那个牌子。所以会不会这次疫情会增加我们的库存，改变一

些我们原有的这种生产模式吗？

库存来说也好，因为现在疫情的话，因为少生产了两个月。所以我们的订单都是往

后排，往后拖这个订单。是因为这次整体的生产没有生产到位，因为缺料，缺人等

等。但现在因为上海这边已全力复苏了，基本上我们的交付也很快。基本上原来的

一班倒，这次两班倒甚至三班倒。包括我们的供应链也在加班加点地工作，所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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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市场上来看，目前交付还在继续地弥补。像这个月我们基本上也接近八万台

的话，也弥补了大概 4月份所掉的一些损失吧。那么接下来 9月份的话，随着产能

顺利完毕的话。可能还会以这个速度去增长，所以说他的库存目前相对来说不是因

为消费者造成的，也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原因造成的。

7月份肯定这个产能是要损失的，大概会损失多少？

7月份可能相对来说会少，大概现在目前一天大概 2500 台左右。但是可能中间有两

个礼拜的一个调整期，相对来说产能会缩了一半，差不多是是这么一个情形。

中间两个礼拜是 ModelY 和 3 的产线全要调整，权要停还是错开停？

错开停，肯定错开停。可能先保证 ModelY 的一些交付，然后做保证 Model3 的一些

交付。

新工厂生产有没有将来投产更便宜的 Model2 或者 ModelQ 的计划吗？

这个可能会在今年发布，但是我们今年不准备生产。可能是要到明年生产，那么他

的工厂可能是在上海和德国。

德国也有这个计划，那美国本土不会生产 Model2 吗？

现在没有，因为这款车型现在定位为德国和中国的项目。我们大概是在明年的年底，

因为今年可能会发布，可能会在今年的 AI 节以后某一天会发布。发布出来可能我们

会在 2023 年底做爬坡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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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 Model2 和之前马斯克说的那个 Robotaxi 他有没有什么联系？

这个 Robotaxi 其实是我们内部的一个项目，他是仿造 waymo 的这种方式去构起这样

一个 Robotaxi 的一个生态，他其实里面的车型会有 Model2，也会有 Model3、ModelY，

都会有，这个都是在 Robotaxi 项目之中，可能 Model3、Model1 有一款车是专门为

Robotaxi 所开发的。

上海会不会有 Robotaxi？因为国内的 Robotaxi 其实很多公司在拿牌照，包括小鹏

也在做。有没有听说特斯拉在这方面有什么进展？

这一块其实我们以前还在美国那边做一些预言，可能在中国现在还没有到时候，因

为可能我们毕竟还是一家美国企业。可能他的反应速度跟正车的一些反应的理解，

可能没有像小鹏那么快。所以这个东西未来一点技术成熟的话，一定会拿到中国来

做的。

现在上海厂的 Model3 和 ModelY，大概毛利率之间是差到什么水平？单车毛利率分

别是能有多少呢？

基本上我们现在做一个车，单车毛利率可能在 30%左右，ModelY 可能相对来说会高

些。因为现在也是在涨价的过程中，但是销售过程中还是维持我们的毛利率不变的。

大概会差几个点？我看美国那边毛利率可能差到六七个点？上海大概会不会也能

差到这么多？

上海那边也差不多，大概差 5个点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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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教一下关于海运，因为今年我看整个二季度一共只有五艘船去到欧洲。一个是量

比较少，另外我还想请教您海运的成本会不会上升？

海运成本对我们来说，上升的幅度还是有限的，因为我们这边中国，我们是跟我们

欧洲结算还是以出厂价去结算的，其实海运这边无论涨不涨，跟我们中国这边的报

表没有任何关系。都是由我们的兄弟公司买单的，

之前看过全球算下来只有我们上海工厂是赚钱的，因为包括美国工厂跟几个电池

厂，还有设备厂一拖都不赚钱。包括柏林肯定是不赚钱的，那么摊下来只有我们上

海这个中国地区是盈利的，这个说法是准确的吗？

对，其实差不多，现在目前中国这边相对来说盈利的幅度相对比较大一些。因为美

国欧洲那边刚刚起步，刚刚投入，可能他的盈利到今天为止可能还是不可能的。但

是中国现在随着量越来越大，包括国产化程度已经很深了，其实目前中国的财务状

况还是非常好的。我们这个国产化率已经达到 95%了。

一些核心零部件，像芯片这些东西可能还没有国产化。包括最大的那些 TCM、FSD

那一块，模块都是我们特斯拉自己做的，也没有国产化。所以理论上来说产品是越

来越少，但是价值量还相对来说占的权重也是有一点的。

现在这个退税，和刚才那个海运问题是连在一块的。您怎么了解到我们上海这有一

个大概 10%的一个出口退税。但我不知道这个消息准确不准确？能不能对冲掉欧洲

那边的税的成本？

出口退税基本上一直都有，只要你外贸行业，加上现在的经济环境，现在对很多的

自贸区也好，特定国家政府指定的公司也好这个都有退税。退税的话就是多少的问

题了，目前的话差不多是在 10%左右的一个退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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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那边进口的关税是多少？

欧盟那边进口的关税是这样的，我们可能更多的还是我们兄弟公司去算，我们不会

计算欧盟的税是多少。理论上来说我们特斯拉那边进口的税率也是有很多退税的优

惠政策。

特斯拉这边对朱总还有王总的职务做了一个调整。因为这个我们看了之后，像我们

自己也都是蛮高兴的，想请教您一下，这个后续影响都有什么呢？我们包括把一些

车发到韩国？因为我现在好像韩国和台湾是美国的车，是这个情况吗？

现在其实中国这边出口的定位，基本上定位为一个东亚一些国家，包括欧洲的国家，

现在目前是主要的出口地。像加拿大、韩国、日本的那些产品都是美国那边直接去

供的，所以这就是跟他们签的贸易的协议有关系。

再请教一下本地化的问题。我也是一个特斯拉的车主，感受比较深，我开个特斯拉

出门，手机上还得挂一个大屏，因为我们特斯拉这个座舱智能化做得是本地化是不

太够的，您看到我们现在本地化团队大概规模有多大？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呢？

因为特斯拉现在还是大部分以美国的，今年才刚刚起步，今年疫情之前，封城之前

才刚刚起步。目前大概创新中心大概有 400 个人左右来做这样一个创新的工作，创

新的工作未来也是我们特斯拉的卖点。他会支撑很多的功能，包括你们现在可能看

得到，马上在 2023 款的 ModelY 会上一些新的功能，比如说矩阵大灯，内部灯光秀，

电灯后尾门，门把手等等这样一些新的功能都会有。这也都是我们中国创新公司所

做的一个功能。接下来我们也会随着创新公司的一个成熟，包括创新公司的一个权

力越来越大，可能也会有很多的这样一些新的方案出来。

创新公司这一块分配智能化这大概有几个人？这 400 个人是包括功能上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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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功能上，创新型这个都有。我们其实目前也会依赖于美国的一些创新实力，大

家做一个整体的方案。我们的创新中心也是在这个方面会担起职责。现在还在不断

地扩充中。

还有一个包括我们中国版的导航和海外的差距比较大，更新也比较慢。这个是不是

后来依靠我们中国这个团队去优化去做，还是以美国那边为主？

因为导航这一块会比较敏感。因为可能美国那边都是用谷歌等等，但是中国这边谷

歌是用不了的，我们必须得做很多本地化的开发，和硬件设备和软件设备也会有这

样本土化开发的过程，所以说未来也是随着我们技术的成熟。不断地做出这样的产

品移植到中国本土化的车上去。

那像 FSD，我想这个可能就更敏感了，因为我们现在看新闻好多场合是不允许特斯

拉进的。包括重大的政治活动都不允许特斯拉进，这个问题后续怎么解决呢？这个

FSD 在中国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法规并没有开放我们安全的 FSD 的功能。我们的 FSD 虽然这个软件包可以通过

OTA 给你直接升级到你的车上，但现在使用的程度还是比较低。目前也是不允许人

手离开方向盘。这个我们会根据中国的法规去走的。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如果法规没放松的话，我们其实在战术上就算是放弃了中国区的

FSD 了，因为这个体验确实不够好。能这么理解吗？

目前的话，你的体验来看什么样的体验，如果你是特斯拉车主的话。你买了五万六

的话，我相信你要自己去开启去实现一些高速公路上的便道，包括手脱离开方向盘，

这应该也是没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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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鹏今年的智能化，因为今年上半年 P5，他开始有些测试车出来了。在智能雷达版

本的，这个表现还是不错的，您怎么看小鹏的智能化呢？

小鹏的智能化现在在中国走的算比较领先的，他可能叫 NPG 这些东西，基本上也都

是率先开了 L3 级别以上的功能。也在推动这样法规的落地，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因

人而异的，因为毕竟小鹏的出货量还比较低的，所以说真正能用他的这样，花钱买

他的东西，要么是他的中层，要么就是他自己的员工。所以说这个东西虽然他有这

个功能，我们就说了。其实我们 FSD 的功能不比小鹏少。包括小鹏这些东西，我们

在美国基本上都有，但是真正拿过来用，而且能合规合法的用。这个还是要看我们

中国法规的因素，并不是听他们一面之词。

关于 FSD 现在还有一个看法，FSD 在美国现在比较好做，除了法规的因素以外，因

为美国基本上各个大城市，包括乡村道路，其实他的道路标识相对是比较统一的。

但中国一个本身路况比美国要复杂很多，另外一方面就是美国中国的这个城市道

路，包括红绿灯的样式，路标的标识，每个省每个市差别都很大。所以会不会这个

FSD 其实法规上通过了，在中国的训练难度上也是比美国要大很多的。

因为 FSD 这个东西，你要说接近完美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只有不断地去迭代，不断

地更加新的场景，不断他的算力提升，才能使他的能力提升的越高。因为他没有一

个峰顶到底怎么样算好，因为每个车可能每时每刻都碰到的场景不一样，碰到的东

西也会不一样。他只有降低这样的发生事故的概率才能说他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

所以他是一个不断演化，不断替代的一个过程。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接下来都会在做

的，现在目前正在不断地迭代。

那将来这个特斯拉会不会考虑做车路协同方面的，往这方面去发展。因为我看现在

深圳那边落地法规其中有一条就是要做车路协同，那特斯拉这方面会有考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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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在做这个车主协同了，包括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车联网这样

一些供应商，也在开始做这方面了。因为我们接下来会让我们特斯拉的话，实现更

多国产化的这样一些功能吧。这个国产化就是由中国创新公司的，这些东西也都算

他们工作的一部分。

那将来我们中国区会上激光雷达吗？

激光雷达肯定会上的，但是目前的话，我们还是靠全视觉的方案。

好几个市场都已经取消了毫米波雷达了，将来我们上海这边毫米波雷达会保留吗？

毫米波雷达我们现在已经取消了，我们现在全视觉的方案。

4D毫米波雷达，您怎么看这个技术方向？

4D 毫米波雷达，像华为他们现在基本上都在推这样的方案。其实这个就是说适合不

同的路线，现在很多的，我们知道很多的我们的竞争对手，他们都是以这个毫米波

和视觉融合的这种方案来去体现 FSD 的，那我们用的是全视觉的这个方案，可能跟

他们的方案不一样，所以说这个不能排除哪条路线是对的。但是这个用毫米波雷达

的话，可能对我们来说，可能我们认为毫米波雷达过来的一些信号的话，可能会造

成一定的误报误操作，所以我们就把毫米波雷达给取消了。这个就是大家的方案不

同，也不能说是谁对谁错。

今年就是上个月吧，我看特斯拉的一个专利上是有一个 4D 毫米波雷达，所以当时

有很多人猜测，会不会是下一代方案里面的一个必备的硬件，您看有这种可能性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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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块的话，其实目前我们都是有些预言的产品，但预言产品不一定能真正的上车，

我们现在目前的话，可能就是整体延续了这样一个方案，可能量产的方案不做，但

是我们会在量产的方案会有一些创新的方案，可能会在里边。这个和我们量产方面

并不是一条路线。

蔚来的 ET5，现在的订单已经有排到 10 万了，未来的 ET5 其实是能对标 model3 的，

包括小鹏 G9，对标 modely。今年下半年这两个车都要上来了，您怎么看这两个竞

品？对特斯拉有没有影响？

其实今年上市的这个新能源车会非常多，像理想等等他们这些车型其实都对我们车

企会有一定的竞争。但是我们也去看过了这个蔚来和小鹏的一些新车型。理论上来

说的话，包括还有上汽的智己，卖 36 万那个车。虽然他们其实对我们的产品还是有

一定竞争力的，但是我们觉得这个外观的话，现在目前中国的都做的比较好，尤其

在智能座舱这个领域，要比我们功能做的复杂的多。但真正的从这个产品的整体性

能来看的话，我们觉得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所以说这个也不能说谁对谁错吧，还是

要看客户的一个偏好的。可能打个比方，你们如果买车的话，对车比较懂的话，可

能会选这个，像特斯拉比较好的这种品牌。但是如果你对这个价格比较敏感的话，

你可能还会选择中国国产品牌的，这个还是不一样的。

怎么看这个像大众的这个 MEB 这个品牌出来的新车呢？

大众的车型其实目前我们觉得他的上升速度还是很快的。我们觉得大众现在整体的

架构，相对来说比较，还是偏于燃油车，可能他虽然是个电动车，但是整个架构、

整个心脏都是用燃油车的这个方案。包括他们还有发电机等等的这样的一些产品，

所以说我们倒真的还不认为大众是我们的一个竞争对手。但是大众他可能因为在中

国的品牌，包括中国的一些这个能力比较强，肯定他的这个市场份额会相对来说比

较大一些。但是大众我们现在了解一下他也是受到一些产能等等的影响，今年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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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也下了预期。所以说这个东西到目前并不是我们现在塞采用的对象，因为我们其

实还没有把他们现在作为自己完全的竞争对手，市场还是在不断的扩增中的。相当

于这个蛋糕现在还是在越来越大的，只不过我们现在可以吃到市场利润最高的那部

分。

还有现在就是那个小鹏 G9 下半年新上的那个 EA3.0 的那个架构，我看他也是实现

了加智能超算这个结果。您看他现在和特斯拉的这个电子电器件架构有差距吗？或

者说是哪个更领先一点呢？

首先大家可能在这些领域都认为小鹏跟我们有竞争，其实小鹏的话他也是通过我们

的人来达到这样的一个技术。可能我们的人你也知道，他从我们这边搞了很多技术，

包括很多的一些数据，带到他们小鹏公司去。但是你也知道，这个东西的话，还是

看这个国家的一些制造能力有关系的。因为我觉得他虽然有这个方案，他不一定能

做得出来，这个也是我们给他的一些定位吧。好比方案你也知道，我知道这个怎么

回事，但是我真正让你落地，还是跟整体的实力有关系。

您觉得他的功能化是有问题的，不一定能够充分实现，是吧？

对，他的功能化程度肯定是有问号的。

这个 model y 的电子片架构，比 model3 大概有进化多少呢？

基本上我们现在也是超算的这个架构，超算这个架构我们通过 FSD4.0 的芯片，基本

上都可以去落地，包括跟美国的很多像 MB，像这个，就是高通等等这样的一些芯片

厂合作，我们基本上都能够落地很多的这样的产品。但是中国的小鹏可能相对来说，

这些东西都难以落地，而且美国现在都对芯片做好管制了，你要去做报备，去做这

个一些批准，人家不一定把芯片卖给你，这些东西其实差距还是很大的。芯片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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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目前我们基本上在美国已经开始了这个验证的工作，基本上下一代我们也会用

它来取代我们现有的一些平台。

他就是将来的这个新的架构的那个云上（音）那个大脑？能这么理解吗？

你可以理解为，这个在预言过程中。

将来中国会有吗？

中国也会有的。

还有关于数据保存，比如说我们特斯拉的这个数据是保存在中国的，但是这个特斯

拉是不是也能够在全球调用，这个符合不符合就是中国将来的监管方向呢？

数据有管控，所以不一定美国能够调用到中国的一些数据。

数据的管制是越来越严的，其实没有那么乐观。我们将来会不会就是中国的自动驾

驶，这个 AP，还有 FSD，实际上就慢慢的和美国变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生态，这些

数据是完全不通的，能这么理解吗？

对，也可以这么理解，基本上数据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个移植率，我们现在所以说

要整合一个叫 DPU，DPU 这样一个东西，所以他就是在处理不同数据的这样一个最基

本的芯片。

那他将来就像这个安卓海外和中国一样，长得都一样，但这些生态是不通的，两边

的数据的这个可复用其实也是比较少的，我这么理解正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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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你可以这么理解。

这个电池的一个基本情况，因为这两天我看海外已经开始在拆车，可能马上就拆到

这个 4680，可能已经拆到了，我这两天没关注，因为我看他那个拆到电池都已经卖

掉了，有一部分应该是卖到中国来了。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们中国这上会不会考虑

建 4680 的生产线呢？还是说一直是外采的路线？

目前我们 4680 采用外采的路线吧，目前的话，我们已经在验证供应商了，包括国内

的一些，包括海外的也有，就是说基本上我们现在正在做同步的一些认证。问题 4680

现在这个产品的话，很多国际巨头，包括中国的龙头企业，其实他们都很感兴趣。

这些东西可能他们都以后会按照我们的要求去生产。

那您能透露大概都有哪几家吗？

我们跟宁德时代谈过，宁德时代在连云港造了一个新的工厂，离我们大概有接近 3

公里左右的路吧。

今年年后新盖的那个，还是去年那个？

你可以理解为今年年后是盖新的一些项目，去年盖了基本上都是一个办公大楼，今

年已经开始建工厂了，目前他们规划有 6条线，未来会在时代瑞锦里面生产。

这个厂其实也会生产 4680 的，对吗？

对，是的。



22

那这个厂大概什么时候能投产？因为我上个月看的时候，还看到只有几个灌装机在

那挖，好像动作比较慢，没有预期的那么快。

其实这个东西是同步的，厂房的建设、产线的建设是同向的，虽然他产线不在里面，

但是在他们自己本部，这些东西都有的，只是未来把他搬到这边的工厂来了，所以

说他理论上来说就是同步进行。

现在南京 LG 那边情况进展怎么样？

LG 一直在做，那么他现在目前也在交样给我们了，我们现在也在做测试。

像我们每个那边，包括还有柏林这边，主要是美国吧，美国那边进展情况怎么样？

良率大概情况什么样？

目前良率的话差不多 90%多一点，其实目前在美国还是用松下的那个，就我们和松

下合资厂的那个工厂在生产。目前良率相对来说比较低，因为 4680 其实现在目前对

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产品，尤其应用到我们的 C2C 的这样一个方案中去，

所以说他也制约了我们现在的产能，包括我们现在的延期，也跟这个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说目前的话，其实在提升良率的过程。

内华达那个厂和松下合资那个厂应该是不生产 4680，那个厂也在谈吗？

那个厂其实现在目前有一部分在生产这样的一个电芯，那个这个电芯里面会有一部

分 4680。

从今年的进展来看，好像是 4680 的这个进展不是很乐观，好像比预期性质要很慢。

现在这个产的这个4680的车也并不是很多，您能了解一下这个具体是什么情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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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话，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产品技术还不是很成熟，首先 4680 的工艺可能会相对

来说传统电芯没有那么成熟，他在这个良率的这些问题，包括这种等于工艺的一些

设备方面，可能会有一些缺陷，目前会是一个工艺方面的瓶颈。

那大规模量产要看到什么时候？

这个也是跟我们的量同步的，一旦我们 4680 能实现大规模量产，当然美国版的这个

4680，美国版的 self check 相对来说也会比较快，比较快实现这样一个量产，这都

同步。

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时间结点吗？大概什么时候能够起量？

其实我们预计是越快越快，我们 self check 大概明年的 5月份就开始交付了，希望

在这个时候之前的话能够完成达到我们这样的一个预期的良率。

明年 5 月份，就开始交付，那也就是明年基本上上半年就会投产 self check 这个

车了，能这么理解吗？

是的。

还有一个关于宁德时代这个电池，最近有一个新闻，就是宁德时代在给特斯拉供货

中，Q3 可能还要继续再涨 2 毛钱，那我这样算过来一度电差不多再涨 30 块钱，那

就是说是不是下半年整车还会继续起价？另外您怎么看这个下半年的电池成本的

变化？

涨价这个你也知道，从去年开始宁德时代一直在涨价，涨多涨少的问题。其实每一

个结点的话，我们都基本上都会跟他做些谈判，毕竟现在你说的涨这个价格，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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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厢情愿的，我们真的没有完全拍板，很多东西的话还是说不能够完全的确定。但

是我们涨价的这个主旋律一直都会有的，你也知道我们可能也归把这个价格的话，

转移到我们的这个消费者这边去，这也是我们想要做的，一旦有这样的涨价的契约

会起来的话。所以说这个理论上都是同步的。

那我们是不是基本上能做到 100%转移？

这个也要看，其实我们的车价你也知道也在不停的调整，对吧？这个车价调整，看

我们的交付量，我们的预订量是不是有减。但现在看起来还是比较乐观的，可能我

们的车越涨价可能卖得越好，这也是跟中国国情比较像的一个地方。

那这个电池成本您估计什么时候大概能走平呢？现在这个电池一直涨价的这个态

势。

这块可能是在今年因为他原材料价格一直在涨，包括整个电池的这些整个的一个产

品都在涨，我觉得今年可能一直会涨，只是涨多涨少的问题。

比亚迪的这个，大概走到什么程度了？这个是从去年 8月份就开始有这个传闻，那

上个月连总也是说了一次。主要我想了解一下，就是他进展慢的原因是什么，成本

优势到底有多大。

比亚迪的话，他已经卷入到我们的体系中来了，预计可能今年年底开始交付。但是

可能他也受限于自己的一些产能的问题，没有办法达到我们短期的预期吧。这些东

西也会成为他们交付的一个瓶颈。

最近我看到这个比亚迪的这个自燃比较多，好像对磷酸铁锂是不是会有一些负面的

影响？这一块质量上特斯拉会有别的办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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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目前我们也在关注这个问题，理论上来说会有一些影响的，因为我们现在有一

供宁德时代，我们也会有二供等等一些新的产品，所以说理论上来说的话，我们不

会太在意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虽然卷入了他进入我们体系，但不一定采购他们，

如果他的技术他的质量做的不成熟的话。

那我们现在就是按照采购价来算，磷酸铁锂和三元大概多少钱？分别是多少钱一

度？

这块的话，目前的话价格方面我倒真的还不是很在行，很多问题的采购都在变，也

不是说完全的东西。但总体上来说，跟现在外面公布的差不多。

我们现在在东南亚建厂这个消息准确吗？是建整车厂还是做电池厂？

目前在谈吧，目前在谈，还没有完全的确定，基本上这个方向是定了，基本上定超

级工厂不会在中国。

他是一个整车厂，对吗？

对，你可以理解为是个整车厂。

一个是东南亚那个整车厂，我看到消息可能在印尼是整车厂之外，还有本土镍的资

源，会这样吗？还是只会建整车？

其实现在从规划来看的话，整车厂、电池厂都会一样的，和目前美国的工厂是一个

同步的概念。这个地区都会有的，最终我们是要看实际的结果。其实在东南亚国家，

他的汽车产业链相对来说比较薄弱的，可能我们在就是说那边建厂的话，也会要求

一些供应商，也可能会到那边去建厂，供应商也可能考虑到未来的一些风险，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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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可能也愿意去和不去，因为现在大部分的这个供应链，我们主要比较性价比

高的供应链都在中国华东。

可能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还不一定，这个事情能马上拍板。但是从这个理想来看，

应该是不变的。

就是说在印尼建厂的话不只建厂，还要把整个产业链上下游生态链建起来，这样才

能把成本降低下。

对，是的。

车联网的一些国内供应商最近协作，这个能不能详细给我们讲讲，哪些供应商，合

作到什么程度了？

中国的这个车联网这块目前是我们现在主要核心的东西，目前的话，我们可能跟一

家叫移远通信，以前就有了，以前就合作了。可能还会有一些供应商在看。

只是说现在想继续扩大一些这个合作的范围，是吗？

以前车联网那块用在美国那边比较多一些，移远通信是拿到美国 ATNT 的这样一个资

质的供应商，现在目前中国要开车联网的工作，因为中国用的这个，我们用的是北

斗，不是 GPS。所以相对来说，车联网这块的需求本土化的程度会比较高。那么移

远当然有他的优势，他之前跟我们合作过，我们也会再看一些新的供应商。

移远现在的话价值量有多少？

这个的话，在几百块钱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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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宏途的合作，比如如果选定宏途作为压铸件的交付方的话，会不会要求他比

如说主要绑定特斯拉，而不太建议他去跟其他的更多厂商去有太多的合作？会这样

吗？

那肯定是必须的，因为我们其实为什么找鸿图，不找（59：47 名字），也是考虑到

这个原因。毕竟我们很多的一些 knowhow 给他了，他如果把这个东西给我们竞争对

手的话，就侵权了，我们可以告他。

而且本身来说你给了他一个 knowhow 的话，相当于把特斯拉一些东西交给他了。

宏途的进展怎么样？进度上来说，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跟宏途的合作。

目前的话，跟我们供应的还是比较稳定的。

像您刚刚说的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有时间表吗？今年年内会完成吗？

这个肯定会有，现在都在同步的推进了。

我从外边得到的消息也是比较快，宏途推进是相当快的。

对的，他的推进还是比较快的。

有可能三季度就开始比如说这种交付件，一体化压铸交付件的这种合作，有没有可

能？

基本上我们第三季度就开始有一定小批量的交付，陆续的用在我们下一代，就是说

2023 款的这款车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