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 12 月汽车行业互联网舆情传播月度报告

近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了最新一期的”中国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

调查“，根据数据显示，2017 年 12 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 47.7%，

与 11 月相比，环比下降 2.1 个百分点，位于警戒线之下。据了解，这是 2017

年以来，中国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连续 5 个月低于警戒线（50%）以下。

专家分析，年底传统旺季对 12 月的销售起到了一定刺激作用；同时，12 月也是

小排量购置税减免政策的最后一个月，使得小排量汽车购买需求得到释放；春节

的临近也促进了本月市场需求。

本报告对 2017 年 12 月汽车行业热点事件、各汽车厂商、在售车型、新上

市车型、即将上市车型、各地车展等进行了综合梳理和分析，得出了关于 12 月

汽车行业的网络关注之最。根据数据统计，在 12 月，“比亚迪”成为了最受网



络舆论关注的车企；“大众高尔夫、哈弗 H6、五菱宏光”领跑在售轿车、SUV、

MPV 网络传播热度指数榜；蔚来 ES8 成为了网友最关注的 12 月新上市车型；

“兰博基尼 Urus”成为了网友最期待的 2018 年 1 月即将上市新车型；“厂商

称新能源汽车补贴明年将提前退坡,地方补贴或取消”成为了话题度最高的汽车

行业新闻；“2017 中部（武汉）国际汽车博览会”成为了网友较为关注的汽车

展会。

通过对 12 月份销量前 80 位的车企进行网络传播热度指数统计，可以得出，

比亚迪以 8.57 的数值位列 12 月车企热度指数榜首位。此外，长安汽车、吉利

汽车、上汽通用、上汽大众等车企在 12 月的网络关注度也相对较高，同样跻身

12 月车企热度指数榜 TOP10。

据统计，在 12 月，比亚迪的全网信息量达 33.7 万条，其中微博信息 15.6

万条，占比为 46.16%，成为了比亚迪最主要的信息来源。经分析，@比亚迪汽

车 、@比亚迪 e 购 等官博发起和参与了#宋 MAX 家庭日#、#MAX 爸爸#、

#12.12 百万壕礼摇不停#、#陪伴只要一块#、#平安夜#、#迪粉福利#等多个微

博话题，对其关注度走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比亚迪 12 月的相关信息中，敏感占比为 8.8%，说明

比亚迪在本月存在一定的负面事件，同时也说明有部分网络舆论对比亚迪存在负

面的看法和态度。

经分析，本月比亚迪的负面信息主要有“三年卖出 15 辆，比亚迪日本之旅

何其艰难”、“比亚迪车主 4S 店做贴膜电池却被拆”、“2017 年销量最惨淡

车型榜单 比亚迪 G5\M6 上榜 ”、“上百台比亚迪宋库存车停满广场，工作人

员：一律 7 折，6 万可提车”、”比亚迪秦随车充电器损坏 4S 店不予索赔”、

“比亚迪秦电瓶亏电续航里程严重不足”、“比亚迪 11 月销量 4.6 万辆难掩低

迷表现”等等。



12 月，大众高尔夫、哈弗 H6、五菱宏光分列在售轿车、SUV、MPV 热度

指数榜 TOP1。其中，轿车榜单较为平静，已有车型占据全部 TOP10，未有 12

月新车型来搅动波澜；SUV 榜单中，蔚来 ES8 和沃尔沃全新 XC60 两款新车型

双双挺进 TOP10,分列第四位和第八位；MPV 榜单中，12 月新上市的传祺 GM8

也孤军奋战，成功跻身 TOP10，位列第六位。





在 12 月上市的新车型中，互联网造车新势力蔚来汽车于 12 月 16 日上市的

首款车型——蔚来 ES8，引起了汽车圈及网友的热议，网络传播热度指数达

4.12，位列 12 月新上市车型网络热度 TOP1。 此外，沃尔沃全新 XC60、长安

睿骋 CC、东风风神新 AX7、国产全新捷豹 XEL 等本月上市新车型也较受关注。

蔚来 ES8 的上市标志着中国互联网造车新势力正式登上历史舞台。该车型

车如其名，外观设计非常有未来感；座椅是 2+3+2 的 7 座布局，内饰设计采用

了当下流行的大屏风格；动力方面，百公里加速仅需 4.4 秒；采用了最新的新能

源车续航方式，快速换电整个过程只需 3 分钟。但蔚来 ES8 的指导价在国产车

里相对较高，新车基准版补贴前售价为 44.8 万元，创始版补贴前售价为 54.8 万

元。从关键词云来看，“电池”、“性能”、“7 座”、“补贴”、“售价”等



成为了网友对蔚来 ES8 的主要关注点。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电动车品牌

“特斯拉”也出现在了蔚来 ES8 的词云中，可见有不少网友和媒体将二者进行

了比较。

经分析，蔚来 ES8 吸引了一些超级网红的关注。例如：粉丝 2900 余万@回

忆专用小马甲 、粉丝 4000 余万的@微博搞笑排行榜 均在 NIO Day，即蔚来

ES8 上市的当日，参与并转发了“蔚来日评论有豪华福利”活动。

同时，蔚来 ES8 也吸引了众多汽车博主的关注，给出好评的博主大有人在。

例如：老司机首席内容官@韩路- 在 12 月 17 日发布了视频版车评，在测评中

他多次认可蔚来 ES8，称“在家门口，不花 30 万就能买到一个加速四秒多的纯

电的车，之前是不能想象的，这是很蔚来很牛的一点”；汽车之家高级主编@何



宽_AT 则发博称“蔚来的汽车配套服务体系才是真正革命的东西”；汽车视频

自媒体@斯文评车 认为蔚来 ES8“颜值完全不输特斯拉，加速只需 4 秒”；汽

车视频自媒体@黄老爷车_ 称赞蔚来 ES8“外形可以说很赞了”；汽车达人@于

欣烈 则发博称“已订购蔚来 ES8”，并称“加速性能和 NIO Pilot 亮点很足”

等等。

汽车网站官博@汽车之家 则对蔚来 ES8 的亮点和将要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梳

理，其发博称“蔚来 ES8 身上有足够吸引人的地方，外观有张力、内饰设计感

强，在空间和储物空间上有没有什么短板。不过同时，它需要证明的东西仍然不

少，一是人车交互系统有没有官方宣传的那么智能？二是换电技术的推广能否顺

利使用是否便捷？三是动态感受是否对得起它的身价？最后，整车的质量能否有

保证？这些问题还需要蔚来用实际行动来证明，我们共同期待。”



在 2018 年 1 月即将上市的车型中， 一位外来的“和尚”吸引了国内网友

的目光，那就是 1 月 6 日，在北京进行国内首发的兰博基尼旗下首款 SUV——

兰博基尼 Urus，该款车型以 1.35 的热度指数位列即将上市车型热度榜单第一，

据了解，该新车在中国市场的官方建议零售价为 313 万元人民币。



经分析，微博成为了兰博基尼 Urus 最主要的信息来源平台，占比达 63.45%。

截至发稿日，相关新浪微博话题#兰博基尼 SUV# 的阅读量已达到 51.3 万，可

见微博网友对于兰博基尼 Urus 的关注度确实不低。

兰博基尼 Urus 在微博平台有如此之高的人气，少不了大 V 的加持，经分析，

知名汽车网站 、论坛、杂志官博@北京车之家 、@环球汽车快报 、@汽车驾

驶手册 、@爱卡汽车 、@易车；知名汽车自媒体、汽车大 V@跑车 Race 、

@PS3 保罗 、@汽车微视野 、@ 超跑头条 、@萝卜报告 等均成为了兰博基

尼 Urus 微博传播核心传播者。



对这款“歪果友车”，汽车大 V 们是争相“手动点赞”，例如：@汽车之

家 称其为兰博基尼“重要的里程碑”；@豪车汇 预言“Urus 这是要成为爆款

的节奏啊”；身经百战的@名车志 口口声声说“看完就中毒”；@汽车微视野 夸



赞其“科技感爆满”；@萝卜报告 更是直言“这可能是市面上最帅的 SUV”。

通过对 12 月汽车行业热点事件网络传播热度指数的分析，可以发现，“厂

商称新能源汽车补贴明年将提前退坡”受到了较多的网络关注，网络传播热度指

数为 2.72，高于其他汽车行业热点事件。此外，“宝马 2018 年推出 16 款新车“、

“收购沃尔沃集团 8.2%股权”、“新能源车免征购置税延至 2020 年”等汽车行

业事件也较为受网友关注。



12 月中旬，多位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生产商向媒体透露，此前坊间传言

的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坡提速的消息或将坐实，文件已成稿，消息将不日公布。未

来，高能量密度电池、长续航里程将成为重点鼓励标准，地方财政补贴或将取消。

该消息引发了媒体的广泛关注，@每日经济新闻 、@财经网 、@经济观察

报 、@21 世纪经济报道 、@新浪财经 、@南方都市报 等媒体官博成为了该

事件在微博传播中的意见领袖，均报道或转载了这一消息。



针对该消息，微博网友也持有多种看法，部分微博网友还对此给出了自己的

分析。有网友认为“新能源汽车会就此进入整合阶段”；还有网友认为该补贴退

坡“对北上深这些地方的影响较为重大”，也有网友不看好补贴政策，有人认为

“发补贴的政府部门和车企就是共谋”； 也有人认为技术变革应该靠优胜劣汰

“如果人为地通过补贴支持某种方案，就可能失去其他的可能性。”



虽然存在部分否定补贴政策的声音，但经分析，关于“新能源汽车补贴 2018

年将提前退坡”这一消的敏感信息只占 4.94%，非敏感信息占比高达 95.06%。

由此可见，关于该事件，整体舆论还是呈现正面、积极的趋势。



据统计，在 12 月，各地均未筹办重量级的车展，排名首位的 2017 中部（武

汉）国际汽车博览会，网络传播热度指数也仅有 0.52，引发的关注较少。由此

可见，2017 年 12 月可谓是车展淡季。想必在短暂的休息后，2018 的车展市场

定会更加精彩。

数据来源：文中汽车销量统计数据来源于 515 汽车排行网、汽车销量网；其他数据及内容来自于新浪



微舆情 2017 年 12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统计结果。

热度指数：指在从各互联网媒体平台采集海量信息的基础上，提取与指定关键词相关的信息，并对所

提取的信息进行标准化计算后得出的指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