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告对 2018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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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汽车

行业的网络关注之最。根据数据统计，在 5 月，吉利汽车成为了最受网络舆论关

注的车企；宝马 3 系、大众途观、五菱宏光领跑在售轿车、SUV、MPV 网络传

播热度指数榜；博瑞 GE 成为了网友最关注的新上市车型；丰田 C-HR 成为了网

友最期待的 6 月即将上市新车型；7 月 1 日起中国降低汽车整车及零部件进口关

税成为了话题度最高的汽车行业新闻；2018 武汉国际汽车展览会成为了网友较

为关注的汽车展会。

通过对 2018 年 5 月销量在前 80 位的车企进行网络传播热度指数统计可以

得出，吉利汽车热度指数为 3.28，与上月相比上升五名直逼榜首，且热度指数

较上月高出 0.92。上汽大众和长安汽车的热度指数仍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数

值分别为 3.14、2.25。东风日产、华晨宝马、东风本田、长城汽车、广汽丰田、

广汽本田、上汽通用分列 4-10 位。



据统计，在 5 月，吉利汽车受 2018 款帝豪 GL、博瑞 GE 等受关注车型影

响，信息量较上月增长一万余条。微博平台成为其最重要的信息来源，相关信息

占比达 58.69%。其次为来自于非新闻资讯类民营网站的信息量，占全部信息的

17.06%。

经分析，吉利汽车在微博平台的大众提及量达 17.5 万，引发了 9331 万的

大众阅读量，20.7 万大众互动量以及 19.7 万大众话题量。而在汽车领域专业人

士方面，吉利汽车在微博平台共引发 5.1 万汽车专业提及量，5194 万专业阅读

量，4.6 万专业互动量，2.9 万专业话题量。



@爱卡汽车 、@新浪汽车 、@爱极客 等汽车媒体官博；@吉利杨学良 等

汽车厂商方博主；@蔡试场 、@陈震同学 、@余大巍 、@Cars01 、@等汽

车自媒体博主，成为了吉利汽车在微博汽车专业领域中的核心传播人。

此外，从吉利汽车的全网信息走势图可看出，其信息量最高峰出现在 5 月 8

日，当日信息量超过 1.4 万条，“2018 款帝豪 GL 多维极智体验空间”一事相

关信息成为 5 月 8 日信息量高峰的主要信息，相关微博话题#汽车智商极限 PK#

阅读量高达 5533 万。而后，在 5 月 21 日，达到监测时间段内的第二个高峰值，



当日信息量超 8 千条，吉利帝豪 GL 发起的#撩人情话大赛#相关信息为当日主

要信息。

2018 年 5 月，宝马 3 系、大众途观、五菱宏光分别位列在售轿车、SUV、

MPV 热度指数榜 TOP1。轿车榜单中，宝马 3 系以 5.77 的热度指数占据榜首，

5 月上市新车博瑞 GE 位列 TOP7，热指数为 2.50。SUV 榜单中，大众途观跻身

榜首位置，热度指数为 5.63。上月排在首位的丰田汉兰达本月位列第二，热度

指数 5.44。从往月排名来看，二者竞争较为激烈。奥迪 Q5、大众途昂等车型成

为 5 月新面孔，跃升至 TOP10。MPV 榜单中，五菱宏光仍旧垄断榜首位置，且

热度指数较上月有所下降，数值为 2.09。本田奥德赛及比亚迪宋 MAX 仍占据第

二和第三的位置，热度指数分别为 1.94、1.61。





在 2018 年 5 月上市的新车中，博瑞 GE 格外抢眼。据了解，5 月 28 日，

备受瞩目的吉利博瑞 GE 正式上市，在其已有的关注度上再加以孙杨为其“打

call”，使其网络传播热度指数达 2.50，5 月信息量高达 5 万余条。同时，2018

款 Polo、新款埃尔法、骏派 CX65、众泰 T800、奔腾-SENIAR9、全新一代大

众途锐、2018 款福特 Mustang、宝骏 360、比亚迪元 EV360 等车型分列 2-10

位，网络关注度也相对较高。

经监测，博瑞 GE 的全网信息量从 5 月 28 日呈直线上升趋势，在 5 月 29

日，相关信息更是达 1.2 万余条。在 5 月，来自于微博平台的信息量为博瑞 GE

相关信息的主要来源，占比达 65.47%。经分析，博瑞 GE 在微博平台的大众提

及量达 3.3 万，引发了 1578 万大众阅读量，15 万大众互动量，2.2 万大众话题

量。此外，博瑞 GE 也引发了微博汽车圈的关注。经梳理，5 月，博瑞 GE 在微

博平台的汽车专业提及量达 0.5 万，引发了 712.8 万专业阅读量，0.8 万专业互

动量，0.3 万专业话题量。



博瑞 GE 在微博中的专业声量主要由微博中的汽车媒体和汽车自媒体引发和

构成。例如，在博瑞 GE 专业阅读量的关键传播者中，不乏@汽车之家 、@爱

卡汽车 、@新浪汽车 等汽车媒体、网站官博；以及@蔡试场 、@莲石路车神 、

@百家车坛_许永福 、@小栗 KomLee 、@萝卜报告 、@白宁的爱车时光 等

汽车自媒体。



博瑞 GE 在微博的传播过程中，@孙杨 的助力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孙杨 发布的博瑞 GE 相关微博转发 3 万余次，评论 1 万余条，点赞也在 3 万

次以上。

对该条微博进行分析后得出，该条微博的单条微博传播指数高达 99.82，有

效转发数超过 2 万次，覆盖人数 284.1 万人。



@吉利汽车官方微博 成为该条微博的关键传播用户，带动再次转发数 6830

条，为该条微博的传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该条微博在传播中共形成 17 个转发层级，第 2 层级转发者共转发 9028 次，

占总转发数的 44.63%，是微博传播的主要力量。



一些汽车博主及关注博瑞 GE 的网友，对博瑞 GE 汽车外观、价格、配置方

面给予多方评价。@爱极客 博主在发布相关微博时表示，“现在吉利上市了颜

值更高，内饰更豪华的博瑞 GE。作为一款插电混动车，不但更省油，还能一举

解决落户难问题。”；新浪汽车特约评论员@周磊-车业杂谈 则表示“中型车能

树立较好的混动旗舰形象，可为后续推出的走量车型积累口碑。”。而爱车网友

@吾修水贴 则表示“补贴后为什么价格会高？！我不要补贴行吗？”。



经统计，博瑞 GE 微博专业提及量的参与者普遍更关注外观、动力、汽车价

格三大元素。此外，售前售后服务、油耗、内饰、驾驶过程、车内空间等元素也

成为汽车专业人士的关注热点。



而从博瑞 GE 在微博的传播关键词来看，“吉利”、“博瑞”、“车型”、

“正式上市”等词语成为传播中出现次数较多的词。而从“混合动力”、“系统”、

“新能源”、“系统”、“设计”等词语中，可以侧面看出网友在关注博瑞 GE

时的重要关注点。



在 6 月即将上市车型当中，“丰田 C-HR”最受关注，热度指数达 0.83，

数值略领先于其他即将上市新车，全网信息量超过 1.1 万条。英菲尼迪 QX50、

新一代宝来、奕泽 IZOA、艾瑞泽 5、揽胜星脉、帝豪 GSe、帝豪 GS 新能源、

全新比亚迪唐、众泰 T300 等车型也跻身上市车型热度指数 TOP10。

丰田 C-HR 在 5 月的全网信息量共 1.1 万余条，其中来自微博的信息占全部

信息的 38.11%，成为其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主要平台。经分析，丰田 C-HR 在微

博平台的大众提及量达 0.4 万，引发了 829.2 万大众阅读量，2.0 万大众互动量，

0.4 万大众话题量。同时，丰田 C-HR 也引发微博汽车圈的关注。经梳理，在 5

月，丰田 C-HR 在微博平台的汽车专业提及量达 0.2 万，引发了 574.9 万专业阅

读量，1.5 万专业互动量，0.2 万专业话题量。



@汽车之家 、@蔡试场 、@大家车言论 、@爱卡汽车 、@微博汽车 、

@萝卜报告 等知名汽车媒体、自媒体官方微博及网站媒体官方微博均成为了全

丰田 C-HR 的专业微博核心传播者。其中，一些博主及网友对丰田 C-HR 表达了

看法。例如@蔡试场 表示 C-HR 车身和驾驶席坐感很吸引人，并称“C-HR 的

大胆甚至‘自私’非常难得，我狠喜欢。”；@百家车坛_许永福 及@汽车时尚

馆 则对“后排空间狭小”发表看法。





通过对 5 月汽车行业热点事件网络传播热度指数的分析发现，“7 月 1 日起

中国降低汽车整车及零部件进口关税”成为了最受网络舆论关注的汽车行业热点

事件，热度指数为 3.61。此外，“丰田 4 月在华销量增长 9%至 11.79 万辆”、

“沃尔沃 4 月全球销量破 5 万 在华销量劲增 20%”等汽车行业事件也较受关注。

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 5 月 22 日发布公告，经中国国务院批准，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起，将税率分别为 25%、20%的汽车整车关税降至 15%，降税幅度

分别为 40%、25%；将税率分别为 8%、10%、15%、20%、25%的汽车零部

件关税降至 6%，平均降税幅度 46%。此次降低汽车进口关税是中国进一步扩大

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降税后，中国汽车整车平均税率 13.8%，零部件平均税

率 6%，符合中国汽车产业实际。



经监测，该事件的敏感信息占比仅为 1.57%，事件整体性质趋于正面，敏感

信息占比相对较小。

从该事件的地域关注度来看，“广东”、“北京”、“江苏”、“山东”对

事件相关信息较为关注。

从关键词云来看，“汽车”、“关税”、“税率”、“降低”、“7 月 1 日

起”等词成为该事件传播过程中被提及最多的核心词，此外“汽车零部件”、“消

费需求”等词出现在关键词云图中，侧面可以看出网友关注该事件重点。



关税降低无疑是国家一项重大举措，部分网友也对于此事发表了自己的看

法。一些网友认为关税的降低会影响国产车价格，如网友@沿途有弦：“国产车

瑟瑟发抖。。。”；@cadet128：“国产车冲击来啦”；@天边的贝洛斯：“国

产车要降价了吗？”。另有一些认为新能源汽车已是当下的朝阳产业。“@山野

之人 A：燃油车已是夕阳产业，此举也倒逼国内车企投向新能源汽车”。



据统计，在 5 月，国内各地均未筹办重量级的车展，关注度排名首位的“2018

武汉国际汽车展览会”的热度指数为 0.79。由此可见，在缺乏重量级车展的情

况下，国内其他车展引发的网络关注度普遍不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