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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3日 1例
1月24日 1例
1月25日 2例
1月26日 2例
1月27日 5例
1月28日 5例
1月29日 5例
1月30日 5例
1月31日 6例
2月1日 7例
2月2日 8例
2月3日 11例
2月4日 11例
2月5日 11例
2月6日 12例

2月7日 12例
2月8日 12例
2月9日 12例
2月10日 12例
2月11日 13例
2月12日 13例
2月13日 14例
2月14日 15例
2月15日 15例
2月16日 15例
2月17日 15例
2月18日 15例
2月19日 15例
2月20日 15例
2月21日 15例

2月22日 35例
2月23日 35例
2月24日 35例
2月25日 53例
2月26日 53例
2月27日 59例
2月28日 59例
2月29日 62例
3月1日 62例
3月2日 62例
3月3日 64例
3月4日 108例
3月5日 129例
3月6日 148例
3月7日 213例

3月8日 213例
3月9日 213例
3月10日 472例
3月11日 696例
3月12日 987例
3月13日 1264例
3月14日 1678例
3月15日 1678例
3月16日 1678例
3月17日 3503例
3月18日 3536例
3月19日 7087例
3月20日 10442例

1月23日-3月21日美国确诊病例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世界卫生组织（注：该统计数据以欧洲中部时间前一天24时为截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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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日新增近8000例 美国疫情进入危急时刻

北京商报2020.3.23

美欧车企扎堆停工 汽车产业“断链”预警
对全球车企而言，2020年开局极度不友好———上半场中国疫情暴发，导

致海外车企生产供应一度中断，下半场疫情全球蔓延，欧洲和北美两大汽车产

业中心再度遭遇关停危机。戴姆勒、大众、菲亚特-克莱斯勒（FCA）、标致雪铁

龙（PSA）……越来越多的车企加入了关停工厂的队伍。对产业链早已高度全

球化的汽车生产行业来说，疫情的影响可想而知。

大规模关厂

纵是钢铁侠，在病毒面前也无计可施。一

天之后，即24日起，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

拉位于加州弗里蒙特的工厂就将暂时停产。

不过按照特斯拉的说法，该工厂将继续保持

基础性的业务，以支持特斯拉汽车与能源服

务以及充电基础设施。与弗里蒙特的工厂类

似，特斯拉位于纽约的太阳能电板工厂也将

暂停生产，但同样保留包括基础零部件供应

在内的必要服务。

作为特斯拉旗下产量最大的整车组装工

厂，弗里蒙特工厂对特斯拉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眼下，特斯拉正欲扩大该工厂的ModelY

车型产能，而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还曾

表示，这一车型预计将是该公司最受欢迎的

产品。也是因此，特斯拉才一直不愿意作出关

厂的决定。

现在看来，特斯拉更像是全球车企的一

个缩影。仅18日当天，美国底特律三大汽车巨

头通用汽车、福特汽车、FCA便与全美汽车工

人联合会达成协议，暂停所有北美工厂的生

产工作长达两周。鉴于欧洲已经成为如今世

界疫情的“震中”，不少车企的欧洲工厂也不

可避免地走向了关停的命运。

14日，意大利超级跑车制造商法拉利表

示，由于意大利出现疫情和零部件短缺，该公

司将关闭两家工厂直至27日。随后，16日，

PSA宣布关闭在欧洲的所有工厂至27日，共

计15家。一天之后，大众集团也宣布，将从下

周起关闭其位于欧洲的大部分工厂，停产时

间持续三周。不完全统计数据显示，全球范围

内，至少14家车企叫停了100多家工厂，欧洲

和北美两大汽车产业中心地区，正因疫情的

蔓延而变得前途灰暗。

供应链危机

与大批车企关厂的时间线重合的是，在

过去一个多星期中，美国乃至整个欧洲的新

冠肺炎确诊人数正在不断飙升。据美国约翰

斯·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截至北京时间22日11

时，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超过30万例，

截至美国东部时间21日晚6时，美国共确诊新

冠肺炎病例24148例，死亡301例。纽约州确

诊病例达到10356例，成为美国第一个确诊人

数破万的州。

作为欧洲疫情的重灾区，意大利病例累

计增至53578例，4825人死亡。较20日单日新

增确诊病例6557例，新增死亡病例793例，均

系疫情发生以来单日最大增幅。当地时间21

日晚，意大利总理孔特通过社交媒体直播宣

布，为了尽快遏制疫情蔓延，全国停止所有非

必要的生产活动。

意大利的全面停产不仅仅影响到整车企

业。早在13日，意大利刹车片制造厂商布雷博

就表示，将于16日起暂时关闭其在意大利的4

家工厂。意大利轮胎制造商倍耐力也表示，在

一名工人检测出冠状病毒呈阳性后，该公司

将削减都灵附近的SettimoTorinese工厂的

产量。轮胎巨头米其林也已宣布暂时关闭公

司在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的工厂。

对车企而言，零部件生产商的停工带来

的冲击不亚于整车工厂的停工。据了解，汽

车供应链是一个包含各类供应商、制造商、

物流商、销售商等多个主体的复杂而又庞大

的系统，主体是零部件等物料供应体系。汽

车生产涉及上万个零件，物料也已经形成了

全球化的采购，一旦上游的个别或部分供应

商停摆，汽车生产的整条供应链就可能出现

断链危机。

“我们一旦停产，FCA在欧洲的全部工

厂，以及雷诺、宝马和标致在欧洲的工厂也都

将受到影响。”位于意大利疫情风暴中心的伦

巴第地区的电器元件零部件制造商MTA此

前曾表示。而中国早已成为全球重要的汽车

零部件生产和供应基地，统计数据显示，中国

汽车零部件企业超过10万家，规上企业超过

1.3万家。

因此中国疫情暴发时，不少海外车企便

遭遇了中国供应链断裂的危险。2月初，受中

国疫情的影响，韩国现代面临零部件供应链

断裂的局面，不得不对其位于韩国本土的多

家工厂实施停产。按照路透社的报道，当时的

停产或涉及位于韩国的7家工厂，而后者长期

为韩国、美国、欧洲、中东等多个国家生产汽

车，占现代全球产量的40%。

车企遇寒冬

在供应链高度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海外

疫情蔓延，对已经出现好转的国内汽车零部

件生产企业也很可能带来二次冲击。海关总

署的数据显示，从2015年到2018年，我国汽车

零配件进口金额已从1710亿元增长到2309亿

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预测，今年

全年整车出口量将下降5%左右，零部件出口

将下降10%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中心还提到，日

本、韩国、德国、意大利等国是全球重要的汽

车出口及零部件供应基地，如疫情风险快速

上升扩大影响范围，将对全球汽车整车生产

供应以及零部件产业链供应产生冲击。汽车

咨询机构J.D.Power近期也发布报告指出，美

国汽车零售销量将在今年缩水300万辆，总销

量可能会跌至1400万-1600万辆的区间内。

欧洲情况同样不容乐观。德国汽车工业

联合会1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两个月，

欧洲汽车市场销量同比下滑7.3%，其中2月德

国销量同比下滑11%，意大利和西班牙分别

下滑9%和6%。

事实上，在疫情暴发之前，全球经济增长

放缓、贸易摩擦不确定性等因素便已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到汽车产业。今年1月，德国汽车

工业协会（VDA）就已提到，受国际车市需求

疲弱影响，包括大众、宝马、戴姆勒在内的德

国汽车企业去年产量为466万辆，较前一年下

滑9%，创下199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与此同

时，VDA预计今年汽车行业将面临更艰难的

时刻，预计全球汽车交付量将从2019年的

8010万辆降至2020年的7890万辆。

但全国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认为，疫情

来临之前，总体上看，车企还能称得上是相

对平稳，没有太大的变化，但疫情的冲击导

致车企在车辆生产及销售等各方面受阻，遭

遇成本增加和销售困难的双重困境，很多企

业就会面临严重亏损的风险。另外由于疫情

迫使全球很多地区出现封闭，因此汽车换

购、维修等都面临着减缓的状态，需求出现

大幅萎缩，因此目前来看汽车产能就出现了

相对的过剩。

崔东树补充称，疫情全球蔓延导致各地

生产节奏不均衡，继而全球产业链出现问题，

原有的计划模式出现停滞或者效率偏低，整

体生产效率下降，同时由于疫情的影响，部分

车辆在运输检疫过程中成本增加，从而使车

辆的市场销售面临一定的缺货或者价格上涨

的风险。 北京商报记者 杨月涵

短短的一个周末之后，疫情开始在美国呈现出暴发的态势，三天之内，确诊病例数便从1万跃升至逾2万，超过西班牙成为

中国以外全球确诊病例数第二多的国家。更值得警惕的是，这或许只是美国疫情的起步阶段，若控制手段不得当，数十万的感

染将在所难免。捉襟见肘的医疗物资、日益飙升的确诊数量、开始崩溃的经济活动，种种迹象都在提醒美国总统特朗普，这绝

不是当初他信誓旦旦的“我们做好准备”的场景。

确诊比例高达12%

严峻二字已经不足以形容当下美国的

疫情形势了。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实

时数据，截至美国东部时间21日23时，全美

确诊病例高达26574例，死亡病例336例，治

愈176例。相较于前一日，增加了7722例，这

意味着在一天之内，美国的确诊病例数就接

近8000例。

危机从与日俱增的数字可见一斑。世界

卫生组织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

部时间14日10时，美国累计确诊病例数为

1678例。这距离美国出现首例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已经过去了52天，当天，特朗普宣布全美

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被视为美国防控疫情

态度发生转变的开始。

之后，疫情的急速蔓延出乎意料。截至

欧洲中部时间19日23时59分，这一数字已经

突破1万，达到10442。而到20日18时30分，

美国确诊病例已超1.8万例，不到48个小时，

确诊病例数翻番。至21日，数字继续飙升，超

过2.5万。

比确诊数字攀升更令人担忧的，是确诊

率。根据美国副总统彭斯21日在白宫简报会

上的说法，迄今为止，美国已有19.5万人接受

了新冠病毒检测。这表明，在19.5万接受检测

的人中，有2万余例确诊，确诊比例高达

12%。

危险还在于这或许仍只是初期。20日，

《纽约时报》援引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项研究

称，研究人员通过已知病例数据库和美国人

口普查局的人口流动数据进行推演得出，目

前美国疫情仅处于起步阶段，峰值最早也要

到5月才能到来。如果不加控制，新冠病毒将

遍及全美，峰值日新增病例可达到50万。

危急的现实面前，特朗普的“关门”措施

也在持续加码，继停飞禁令之后，当地时间20

日上午，特朗普在发布会上正式宣布关闭美

墨边境，于当地时间21日凌晨开始实施。此前

18日，美国已开始限制美国与加拿大边境的

“非必要旅行”。与此同时，根据美国国务院网

站的声明，从20日起，全球范围内的美国使馆

将暂停常规签证业务，包括移民及非移民类

签证；但美国海外使领馆仍将提供紧急特殊

情况签证服务。

“重大灾区”纽约州

在美国，纽约州的情况最危险。当地时间

20日，特朗普宣布纽约州为新冠肺炎疫情“重

大灾区”。据美国媒体报道，这也是美国历史

上总统首次因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宣布“重大

灾区”，此前大多数时候是因为自然灾害所

致。根据美国法律，在特朗普宣布纽约州为

“重大灾区”后，联邦政府将采取一系列措施

帮助纽约州抗击新冠疫情，最高将承担纽约

州紧急应对疫情支出的75%。实时数据显示，

截至当地时间21日18时，纽约州确诊病例达

11675例，死亡55例，其中纽约市确诊病例

7530例。由此，纽约州也成为了美国首个累计

确诊病例破万的州。

根据纽约州州长科莫21日的说法，纽约

州累计确诊病例破万原因在于使用了超过加

州等地近2倍的测试量。目前，纽约州已经测

试了超过45000例疑似病例。预计纽约州40%

-80%的人群将受到新冠病毒影响，且疫情将

会持续数月。

伴随着疫情的加速扩散，医疗物资的缺

乏是目前纽约州面临的问题。作为纽约州疫

情最严重地区，由于医疗设备和检测手段短

缺，纽约市卫生官员20日发布一项指令，要求

门诊患者如果症状轻微或不需要住院治疗，

就停止对其进行新型冠状病毒检测。“不得鼓

励、推广或宣传门诊检测。”这份由纽约市卫

生和心理卫生局专员发出的通知写道。

据科莫预计，当地疫情会在45天左右后

达到顶峰，并一直在组织地方官员筹集抗疫

物资。科莫称，疫情到达顶峰时可能会有11万

人住院，但纽约州目前仅有5.3万张病床。此

外，针对纽约市的情况，科莫还表示，已经初

步选定地点将开放临时医院，纽约州还将向

纽约市运送100万只N95口罩，解决当地医疗

系统口罩短缺的问题。

事实上，不只是“重大灾区”纽约州，全美

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医疗物资告急的情况。

来自美国医院协会（AHA）、美国医学协会

（AMA）和美国护士协会（ANA）的医疗保健

专业人士于21日联名致信特朗普，呼吁联邦

政府提供更多的医疗用品。CNBC此前曾报道

称，美国的国家药品和医疗用品紧急储备只

有约1200万个医用级N95口罩和3000万个外

科口罩。但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估计，如果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一年，美国将需要35亿个

口罩。

2万亿刺激能显效吗

疫情的影响之下，失业率飙升、制造业停

滞、消费下滑，美国经济的前景越发渺茫了。

“美国经济正面临衰退，失业率将飙升，而解

决这一问题的成本将高达数万亿美元。”20

日，白宫前首席经济顾问加里·科恩表示。

华尔街的悲观情绪也在上涨。美国银行

首席美国经济学家米歇尔·迈耶预测，美国国

内生产总值今年二季度将萎缩12%，全年国

内生产总值将下滑0.8%。他认为，劳动力市场

将成为衡量经济冲击震级的指标。据他预测，

美国二季度预计每月有100万人失业，共计

350万人将失业。

此前，美国共和党已经提出了“撒钱式”

的经济援助方案，包括向大小企业提供数千

亿美元的贷款；大幅削减企业所得税；为每个

成年人支付1200美元，为每个儿童支付500美

元；并将逐步取消针对高收入者的支付等等。

据悉，这项财政刺激计划或将为经济注入超

过1万亿美元。在上周六的白宫新闻发布会

上，特朗普表示，国会与白宫已“非常接近”达

成协议。

相较于原定的1万亿美元，白宫经济顾问

库德洛则在发布会上表示，这项经济计划的

规模预计将达到1.3万亿-1.4万亿美元，但还

会加上一些额外的贷款支持，整体规模有望

达到2万亿美元，“这一揽子计划的规模约占

GDP的10%”。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学者孙

立鹏表示，对于经济刺激的规模，两党是有共

识的，但在细节方面还存在一些分歧。目前看

来，规模肯定要超过金融危机时候的经济刺

激，一方面是因为有疫情，另一方面是美国出

现了金融恐慌，这不仅是股市的问题。现在美

国市场不缺流动性，缺的还是信心。大手笔的

经济刺激政策必不可少，但有多少能直接用

于抗击疫情，才是缓解恐慌的关键。

孙立鹏表示，如果疫情在1-2个月之内被

控制住，之后实体经济仍然需要一段时间才

能恢复，所以整体来看，至少在上半年，美国

经济的情况是很悲观的。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汤艺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