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近日发布的“中国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调查”

VIA 显示，2017 年 11 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 49.8%，环比上月微降 0.1

个百分点，仍位于警戒线（50%）以下。同时，汽车流通协会结合现有的分析数

据指出，今年 11 月份库存分指数和平均日销量分指数相比上月大幅上升；市场

需求分指数与上月基本持平；从业人员分指数相比上月下降，经营状况分指数相

比上月略微上升。

本报告对 2017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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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汽车行业的网络关注之最。根据数据统计，在 11 月，比亚迪成为了最受网络舆

论关注的车企；第八代凯美瑞、领克 01、五菱宏光分别领跑在售轿车、SUV、

MPV 网络传播热度指数榜；第八代凯美瑞成为了网友最关注的 11 月新上市车



型；国产沃尔沃 XC60 成为了网友最期待的 12 月即将上市新车型；汽车贷款管

理新办法发布成为了话题度最高的汽车行业新闻；2017 广州车展成为了最抢眼

的汽车展会。

通过对 11 月份汽车厂商销量前 80 位的车企进行网络传播热度指数统计，

可以得出，比亚迪以远超其他车企的 18.95 位列 11 月车企热度指数榜首位，这

已是 9 月以来，比亚迪连续第三次登顶该排行榜 TOP1。据统计，在 11 月，比

亚迪的全网信息量达 27.8 万，其中微博信息为 9 万余条，占比为 34%，成为了

比亚迪最主要的信息来源，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比亚迪的舆论场相关讨论较

多，具有较高的网络关注度。此外，长安汽车、吉利汽车、北京现代等车企在

11 月的网络关注度也相对较高，同样跻身 11 月车企热度指数榜 TOP10。



舆论场有正负之分，网络关注度高，并不代表正面关注度一定也高。通过对

11 月热度指数 TOP10 车企的敏感信息占比对比可以得出，在以上榜单中，广汽

丰田的敏感信息占比最低，仅为 1.21%，说明其负面言论相对较少，正面关注

度较高。而位列车企热度指数 TOP1 的比亚迪，敏感信息占比则相对较高，达

6.25%，在热度指数 TOP10 车企中位列第三，经分析，“鄠邑区比亚迪厂区失

火”、“香港比亚迪巴士出故障”、“武汉比亚迪电动公交疑似‘失控’”等成

为了比亚迪在 11 月主要的负面信息。由此可见，比亚迪虽然在网络关注度上极

具优势，但是仍需要注意负面舆论的监测，及时进行舆情处置，以便打造更好的

品牌口碑。



11 月，在轿车、SUV、MPV 三大车型中，轿车的网络热度最高，达 47.80；

SUV 紧随其后，达 46.50；MPV 的热度则相对较低，为 13.30。值得注意的是，

于 11 月 28 日正式上市的领克 01 打破了哈佛 H6 多次独占在售 SUV 热度指数

榜 TOP1 的趋势；同时，于广州车展前夕上市的第八代凯美瑞也摘得了在售轿车

热度指数榜 TOP1，由此看来，11 月上市的新车型中不乏“来势凶猛”者，不

容小觑。相对而言，MPV 在售车型的热度指数排行榜显得略微“平静”，连续

3 月登顶的五菱宏光，本月依旧是位列 TOP1，领先优势明显。





本年度最后一个汽车行业盛宴——2017 第十五届中国(广州)国际汽车展览

会在 11 月盛大开幕，众多汽车品牌借机推出了新车型。经分析，在 11 月最受

网友关注的新车型是于广州车展前夕上市的第八代凯美瑞，网络传播热度指数达

6.43，大幅度领先于其他新车型。 此外，第七代高尔夫、全新名爵 6、北汽绅

宝全新 D50 北汽、凯迪拉克全新 XTS 等新车型也较受关注。

据媒体报道称，第八代凯美瑞几乎所有零部件都从零重新开发、核心部件全

部采用最新技术，包括全新 2.5L Dynamic Force Engine 发动机、全新 Direct

Shift-8AT 变速箱、全新底盘及悬挂，同时在造型设计、驾驶乐趣和安全性能方

面均实现前所未有的升级，甚至有部分媒体在报道时称第八代凯美瑞是“让你全

家人都喜欢的一辆车。”那么究竟都有哪些群体在关注第八代凯美瑞呢？

经分析，北京和广东地区的网友最为关注第八代凯美瑞，发布相关信息量远

超其他地域；相较于女性，男性网友更为关注第八代凯美瑞，占比高达 83%；

30-39 岁人群成为最为关注第八代凯美瑞的年龄段，占比高达 56%。由此可见，



北京、广东地区的中年男性成为了第八代凯美瑞的主要“粉丝”。

在 12 月即将上市的车型中，国产沃尔沃 XC60 备受网络舆论期待，以 2.85

的热度指数位列即将上市车型第一。据了解，国产沃尔沃全新 XC60 于 11 月开

幕的广州车展正式亮相并公布预售价，并预计会在 12 月 20 日正式上市，将会

提供 T5（传统动力）和 T8（插电混合动力）两种车型供消费者选择。



从关键词云来看，“配置”、“动力”、“系统”、“变速箱”、“内饰”

等均成为了网友对国产沃尔沃 XC60 的关注点。此外，“报价”、“优惠”、“价

格”、“费用”、“多少钱”多个与钱相关的词汇出现，则体现出网友对于国产

沃尔沃 XC60 实际售卖价格的关注。

通过对 11 月汽车行业热点事件网络传播热度指数的分析，可以发现，“汽

车贷款管理新办法发布”受到了较多的网络关注，热度指数为 7.66，高于其他

汽车行业热点事件。此外，“北汽新能源发布擎天柱计划“、“阿里加入汽车电商



战”、“2017 年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等汽车行业事件也较为受网友关注。

据了解，11 月 8 日，央行、银监会两部委在官网公布了最新修订的《汽车

贷款管理办法》，该新办法将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实施，此次修订的最大

亮点在于，在办法中增添了新能源汽车的定义描述，并对增加了新能源汽车贷款

比例的优惠条款，规定自用新能源汽车贷款最高发放比例为 85%，商用新能源

汽车贷款最高发放比例为 75%。

央行在公告中表示，做出调整的原因是为了落实国务院调整经济结构的政

策，释放多元化消费潜力，推动绿色环保产业经济发展，以提升汽车消费信贷市

场供给质效。而部分媒体则认为“本次调整新能源汽车受益最大”，如一辆特斯



拉 model X 的裸车价约在 100 万左右，按照最新的贷款标准，自用新能源汽车

贷款最高发放比例为 85%，则只需要 15 万的首付就可以将车带回家。

对于该新办法，网友也持有多种看法。部分网友持有支持态度，他们认为该

该新办法是“实质性的利好”；但也有部分网友持有反对态度，他们认为“政府

太急功近利了，将来新能源汽车的产能过剩谁负责？”

11 月 17 日，本年度最后一个汽车行业盛宴——2017 第十五届中国(广州)

国际汽车展览会正式拉开帷幕，共展出车辆达 1081 辆，其中全球首发车 47 辆，

跨国公司首发车占 7 辆。经分析，本届广州车展成为了 11 月最受关注的车展

TOP1，网络传播热度指数高达 23.84，远远超出其他车展。



据统计，在 11 月 10 日-26 日，广州车展整体宣传期间，全网共产生相关

信息 60 余万条，微博成为了其主要的信息来源，占比高达 69%。由@微博汽车

主持的微博话题 #2017 广州车展# 的阅读量达 3.7 亿，讨论量 20.6 万，由此

可见微博用户对广州车展表现出了较高的“参与度”。

经具体分析，在 11 月 10 日-26 日期间，广州车展的总互动量达 100 万+，

其中，其中，转发量超过 50 万、评论量超过 20 万，点赞量超过 30 万。从广州

车展博文互动量走势图可以得出开幕首日是微博用户互动的高峰期。



在汽车品牌方面，本届广州车展的参展品牌中，自主品牌和合资品牌是网络

舆论讨论最多的品牌类型，占比分别为 38%和 34%。

而在具体品牌中，自主品牌奇瑞超过了丰田、现代、大众等知名品牌位居广

州车展品牌讨论量榜首。

在车型方面，在轿车、SUV、MPV、跑车四大车型中，SUV 成为了网络舆

论讨论最多的车型，占比高达 60%。



而在具体车型中，广汽丰田凯美瑞成为了车展用户讨论量最高的车型；虽然

TOP1 车型被轿车收入囊中，但在广州车展具体车型讨论量 TOP10 中，SUV 仍

具有绝对优势，共占据 7 个位置；MPV 车型则只有传祺 GM8 一款车型跻身

TOP10 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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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 日至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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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