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告对 2018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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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汽车

行业的网络关注之最。根据数据统计，在 6 月，吉利汽车仍成为了最受网络舆论

关注的车企；奥迪 A4L、宝马 X1、本田奥德赛领跑在售轿车、SUV、MPV 网

络传播热度指数榜；领克 02 成为了网友最关注的新上市车型；全新宝马 X3 成

为了网友最期待的 7 月即将上市新车型；借壳上市获批北汽新能源仍存多重难题

成为了话题度最高的汽车行业新闻；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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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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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虽热度较上月相比有所下降，但仍处榜首位

置。上汽大众和广汽丰田的热度指数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数值分别为 2.20、

2.09。东风日产、长安汽车、广汽本田、上汽通用、一汽丰田、华晨宝马、东风

本田分列 4-10 位。从热度排名来看，排在前四位的车企热度相差较小，数值均



在 2 以上。

据统计，在 6 月，吉利汽车的信息量较 5 月相比有所下降。微博平台仍是

其主要的信息来源，相关信息占比达 32.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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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6%。

经分析，吉利汽车在微博平台的大众提及量达 7.4 万，引发了 6532.9 万的

大众阅读量，10 万大众互动量以及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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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万汽车专业提及量，2563.5 万专业阅读

量，1.9 万专业互动量，0.7 万专业话题量。

@爱卡汽车 、@汽车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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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庆嘉 、@阿毛说车 、@阿笨汽车观察 、



@汽车洋葱圈 、@陈震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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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

日，当日信息量超过 3 千条。@吉利汽车官方微博 5 月 29 日发布的“#新远景

SUV·幸福伴你同行# 你的童年是什么模样？”微博活动于 6 月 1 日举办，并获

得大量转发，也是形成走势图中最高峰的主要原因。随后信息走势呈现回落状态，



于 19 日至 23 日，再次达到信息量高峰阶段，五天内信息量超过 7 千条。吉利

远景 X3 与同城艺龙合作举办的#本色真途#漠河站的相关活动的相关信息，成为

该时间段内的主要信息。吉利汽车官方微博发布的该事件相关微博获得 2500+

转发量。



2018 年 6 月，奥迪 A4L、宝马 X1、本田奥德赛分别位列在售轿车、SUV、

MPV 热度指数榜 TOP1。轿车榜单中，奥迪 A4L 以 4.96 的热度指数占据榜首，

6 月上市新车大众新一代宝来位列 TOP9，热指数为 2.19。SUV 榜单中，宝马

X1 跻身榜首位置，热度指数为 6.08。Jeep 大指挥官、传祺 GS4 成为 6 月新面



孔，跃升至 TOP10。MPV 榜单中，长时间垄断 MPV 榜单 TOP1 的五菱宏光降

至第二位，本田奥德赛成为后起之秀，热度 2.51，荣登 MPV 榜榜首。比亚迪宋

MAX 仍占据第三的位置，热度指数分别为 1.02。



在 2018 年 6 月上市的新车中，领克 02 热度相对较高。据了解，6 月 28

日，领克汽车在 2018 春夏发布会上公布了领克汽车第二款 SUV 领克 02 的上市

价格。在 6 月，领克 02 的热度指数达 2.30，6 月信息量高达 2.3 万条。同时，

大众新一代宝来、中华 V7、柯米克、广汽丰田 C-HR、英菲尼迪 QX50、奕泽

IZOA、新一代凯越、吉利远景 SUV、新一代比亚迪唐等车型分列 2-10 位，网

络关注度也相对较高。

经监测，领克 02 的全网信息量从 6 月 28 日呈直线上升趋势，在 6 月 29

日，达到全月最高峰，当日信息量近四千条。非新闻资讯里网站及微博平台的信

息量为领克 02 相关信息的主要来源，占比共 64.67%。经分析，领克 02 在微博

平台的大众提及量达 0.7 万，引发了 1975.1 万大众阅读量，2.1 万大众互动量，



0.5 万大众话题量。此外，领克 02 也引发了微博汽车圈的关注。经梳理，6 月，

领克 02 在微博平台的汽车专业提及量达 0.4 万，引发了 1347.9 万专业阅读量，

1.4 万专业互动量，0.3 万专业话题量。

领克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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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领克 02 专业阅读量的关键传播者中，不乏@爱卡汽车 、@汽

车之家 、@新浪汽车 等汽车媒体、网站官博；以及@胖哥汽车频道 、@龙猪-

集车 、@大家车言论 、@逗斗车 、@爱极客 、@30 秒懂车 等汽车自媒体。



一些汽车博主及关注领克 02 的网友，对领克 02 汽车外观、实用性、操控

性等方面给予发表自己的看法。@梁巍- 博主在发布相关微博时表示，“外形比

01 更好看，尤其是枪灰+橙色装饰的配色最好看”；原创汽车自媒体@30 秒懂车

则表示领克 02 是一款既可以满足 SUV 的实用性又拥有轿车的操控感的一款车。而

也有网友对领克 02 的外观做出评价，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



经统计，领克 02 微博专业提及量的参与者普遍更关注外观、汽车价格、动

力三大元素。此外，售前售后服务、油耗、车内空间、内饰、汽车舒适性等元素

也成为汽车专业人士的关注热点。



而从领克 02 在微博的传播关键词来看，“领克 02”、“新车”、“领克

02”、“正式上市”等词语成为传播中出现次数较多的词。而从“发动机”、

“SUV”、“动力”、“三缸”等词语中，可以侧面看出网友对领克 02 配置上

的关注点。



在 6 月即将上市车型当中，“全新宝马 X3”最受关注，热度指数达 2.55，

数值略领先于其他即将上市新车，全网信息量高达 13.2 万条。奥迪 Q5L、大众

T-ROC 探歌、雷克萨斯全新 ES、全新 Jeep 牧马人、领克 01PHEV 版车型、宝

马 X4、众泰 E200、本田新款奥德赛、现代索纳塔 PHEV 等车型也跻身上市车

型热度指数 TOP10。

全新宝马 X3 在 6 月的全网信息量共 13.2 万余条，其中来自微博的信息占

全部信息的 84.59%，成为其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主要平台。经分析，全新宝马

X3 在微博平台的大众提及量达 11.1 万，引发了 6575.5 万大众阅读量，66 万大

众互动量，19.7 万大众话题量。同时，全新宝马 X3 也引发微博汽车圈的关注。

经梳理，在 6 月，全新宝马 X3 在微博平台的汽车专业提及量达 0.6 万，引发了

519.7 万专业阅读量，0.6 万专业互动量，0.3 万专业话题量。



@宝马中国 官方微博发布的相关微博获 1740 万+的阅读量。@汽车之家 、

@爱卡汽车 、@-_-二师兄 、@汽车洋葱圈 、@新浪汽车 、@名车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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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宝马 X3 的专业

微博核心传播者。其中，一些博主及网友对全新宝马 X3 表达了看法。例如@资

深汽车达人 表示“全新 BMW X3 外观设计师 Calvin Luk，优秀的设计让全新 X3 变

得力量感十足，”；@梁巍- 则对汽车价格发表看法。



全新宝马 X3 在微博的传播过程中，@HERO 趙又廷 的助力传播起到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HERO 趙又廷 发布的全新 BMW X3&《神奇爸爸》视频微博

获得近 9 万次转发。经监测，@宝马中国 成为该条微博的关键传播者，再次带



动 6.9 万次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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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8，有

效转发数超过 8 万次，覆盖人数 347.6 万人。



该条微博在传播中共形成 5 个转发层级，第 4 层级转发者共转发 58486 次，

占总转发数的 72.43%，是该条微博传播的主要力量。

通过对 6 月汽车行业热点事件网络传播热度指数的分析发现，“北汽新能源

借壳上市在即”一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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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此外，“2018 新能源汽车发展峰会”、“2022 年取消乘用车外资股比

限制更开放”等汽车行业事件也较受关注。



近日，SST 前锋发布公告称，公司重大资产置换，以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的事项已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批文，意味着北汽新能源“借壳”上市

事宜已得到监管部门的批准，只待接下来的资产交割。至于北汽新能源何时完成

上市，北汽集团董事长徐和谊曾对媒体表示：“快的话在 6 月份，慢的话在 7

月份也会完成。”北京新能源汽车党委副书记连庆锋也在中国新能源汽车国际合

作大会上表示，今年三季度北汽新能源会正式登陆资本市场。

经监测，在 6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期间，全网关于“北汽新能源上市”的相

关信息量共 2 万余条。从全网信息走势图可以看出，事件相关信息量在监测时间

内分布相对较为平均。高峰值出现在 6 月 4 日、12 日、19 日，信息量相对较高。

主要信息均为北汽新能源上市的相关信息。



经监测，该事件的敏感信息占比为 9.14%，相对其他事件而言，敏感度较高。

侧面说明事件相关报道或讨论中，涉敏感词较多。

从该事件的地域关注度来看，“北京”、“广东”、“上海”、“山东”对

事件相关信息较为关注。



“新能源”、“汽车”、“北汽”、“销量”、“车型”、“企业”、“纯

电动”、“上市”等成为了该事件的关键词云，在相关信息中被提及频次较高。

据统计，在 6 月 60 余场汽车展会中，“2018 武汉国际汽车博览会”的热

度指数为 0.37，信息量为 4321 条，排在首位。“2018(第二十二届)深港澳国际



汽车博览会暨新能源及智能汽车博览会”热度指数 0.26，排名第二，也较受关

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