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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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 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 67.2%，环比

上升 19.5 个百分点，创历史新高，是连续五个月来首次位于警戒线（50%）之

上。据了解，库存预警指数升高，表示市场在收缩，消费者需求在下降，所以各

经销商在 1 月的整体经营压力可以说相对较大。同时调查还显示，经销商对 2

月的预期依然不乐观，预计 2 月库存指数会继续走高，市场需求指数则会继续下

降。对此，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建议，经销商要根据实际情况，理性预估实际市场

需求，合理控制库存水平，以防库存压力过大，导致经营风险。

本报告对 2018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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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汽车

行业的网络关注之最。根据数据统计，在 1 月，广汽乘用车成为了最受网络舆论

关注的车企；传祺 GA4、哈弗 H6、五菱宏光领跑在售轿车、SUV、MPV 网络

传播热度指数榜；传祺 GA4 成为了网友最关注的新上市车型；新款英菲尼迪

Q50L 成为了网友最期待的 2 月即将上市新车型；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 2018 年

度论坛在北京举办成为了话题度最高的汽车行业新闻；2018 成都汽车博览会成

为了网友较为关注的汽车展会。

一、广汽乘用车领跑车企热度榜 传祺 GA4 上市引发关注热潮

通过对 2018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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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汽乘用车以 13.34 的数值位列榜单首位，成为 1 月网络关注度最高的

车企。一汽丰田、一汽大众、上汽大众、比亚迪、吉利汽车、长城汽车、长安福



特、华晨宝马、长安汽车分列 2-10 位，网络关注度也相对较高。

据统计，在 1 月，广汽乘用车的全网信息量 327.4 万，微博成为其最重要

的信息来源，相关信息占比达 98.59%。经分析，广汽乘用车在微博平台的大众

提及量达 324 万，引发了 1.2 亿大众阅读量，2582.5 万大众互动量，1441.9 万

大众话题量。除了大众传播外，广汽乘用车也引发了微博汽车领域的关注。经梳

理，在 1 月，广汽乘用车在微博平台的汽车专业提及量达 15.1 万，引发了 1234.9

万专业阅读量，263.5 万专业互动量，59.9 万专业话题量。

@汽车之家 、@新浪汽车 、@爱卡汽车 等汽车媒体官博；@汽车评中评 、



@百家车坛_许永福 、@汽车洋葱圈 、@大家车言论 等汽车自媒体博主，成为

了广汽乘用车在微博汽车专业领域中的核心传播人。

此外，从广汽乘用车的全网信息走势图可看出，1 月 18 日，旗下品牌广汽

传祺新车型传祺 GA4 的发布引发了网络舆论关注的热潮，对广汽乘用车信息量

的走高和关注度的提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下文新上市车型部分，我们将对传

祺 GA4 的网络传播进行重点的分析。



二、传祺 GA4、哈弗 H6、五菱宏光领跑在售车型

2018 年 1 月，传祺 GA4、哈弗 H6、五菱宏光分列在售轿车、SUV、MPV

热度指数榜 TOP1。在轿车榜单中，1 月新上市车型传祺 GA4 突飞猛进，空降

榜单首位；SUV 榜单、MPV 榜单则较为平静，没有新上市车型上榜。



三、传祺 GA4 关注度“力压群车” 汽车圈褒贬不一

在 2018 年 1 月上市的新车中，于 1 月 18 日上市的紧凑型家用车广汽传祺

GA4 引发了汽车圈及网友的强势围观，网络传播热度指数达 13.60，远超其他

车型，位居 1 月新上市车型热度指数榜 TOP1。2018 款轩逸、本田新款飞度、



2018 款宝马 X5、新一代领航员、2018 款途观 L、新款路虎揽胜运动版、2018

款奔驰 E 级、全新雷克萨斯 LS、君马 S70 等车型分列 3-10 位，网络关注度也

相对较高。

在 1 月，微博成为了传祺 GA4 的最主要传播平台，信息量占比高达 99.95%。

经分析，传祺 GA4 在微博平台的大众提及量达 371.7 万，引发了 4559.5 万大

众阅读量，2185.7 万大众互动量，1644.7 万大众话题量。除了如此火爆的大众

传播外，传祺 GA4 也引发微博汽车圈的关注。经梳理，在 1 月，传祺 GA4 在

微博平台的汽车专业提及量达 13.6 万，引发了 305.4 万专业阅读量，134.9 万

专业互动量，60.7 万专业话题量。



经分析，传祺 GA4 在微博中的大众声量主要由其代言人歌手张杰引发。例

如：1 月 20 日，@张杰 发博@广汽传祺官博，并引用话题#传祺 GA4×张杰# 。

直至 1 月底，@张杰 的该条微博共收获转发数 203.5 万次，评论数 10.4 万条，

点赞数 19.1 万个，覆盖微博用户 5563.3 万人，单条微博传播指数达 90.29（指

数范围：0-100）。

但通过对微博大众声量的关键词云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张杰”成为了最

核心的关键词，与其相关的音乐词汇，如“传奇”、“新歌”、“mv”、“酷

狗音乐”等占据了大部分关键词云，“广汽传祺”、“传祺 ga4”等汽车相关词

汇虽然进入了该关键词云，但未成为核心词汇，数量上也不占优势。可见大众声

量虽然带了良好的传播效果和话题度，但是对传祺 GA4 的有效传播占比较小。



传祺 G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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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祺 GA4 专业阅读量的关键传播者中，不乏@新浪汽车 、@

汽车之家 、@爱卡汽车 、@车主之友微博 、@中国汽车报 、@车讯网 等汽

车媒体官博；以及老司机内容出品人@胡正阳- 、汽车评测主持人@张小娴在学

习 、@30 秒懂车 、@购车完全指南 、@车早茶 、@神评车 等汽车自媒体。

除了对传祺 GA4 上市和参展北美车展进行宣传外，这些专业的汽车博主也

对传祺 GA4 进行了点评。其中一些博主给出了好评，例如，老司机内容出品人

@梁巍- 将“安静、舒适、空间大”定义为传祺 GA4 的关键词，称赞其是“不

错的家用车，值得关注”。



也有博主认为传祺 GA4 稍显诚意不足，例如，汽车视频自媒体@百车全说

称“GA4 整体空间不算特别出众，配置也相对比较保守。特别是高配车型，主

动安全配置的缺失以及当下流行的车联网和语音互动都没有看到。传祺 GA4 在

配置上的保守，以及高调的定价，会被市场狠狠的打上一耳光。”

有的博主则相对中肯，例如，汽车达人@神车评 称“广汽传祺 GA4 今日上

市，这个银色车身看起来很不错啊，很年轻时尚，车身线条结构也很漂亮，就是

内饰有点太朴素了！”

还有博主客观地点评为何传祺 GA4 如此受关注。例如，汽车达人@我叫金

正义 称传祺 GA4 之所以受到关注是由于“1.外观设计都比较大气流畅，很适合

家用。2.内饰用料和做工都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3.售价相比同级别其他车

型来说都非常具有吸引力。”

汽车圈热评

博主 微博认证 车评

@神评车 汽车达人

广汽传祺 GA4 今日上市，这个银色车身看起来很不错啊，很年轻时

尚，车身线条结构也很漂亮，就是内饰有点太朴素了！新车提供两

种动力可选，大家觉得怎么样？定价多少合适？    

@梁巍- 老司机内容出品人

最近不拍去野，抽空来拍个试车，前两天刚在底特律车展发布的一

款全新紧凑型轿车传祺 GA4，1.3T+6AT，几个关键词：安静、舒适、

空间大！新车指导价 7.38~11.58 万元，意料之中的价格，整体来看

是个不错的家用车，值得关注~

@百车全说 汽车视频自媒体

GA4 整体空间不算特别出众，配置也相对比较保守。特别是高配车

型，主动安全配置的缺失以及当下流行的车联网和语音互动都没有

看到。传祺 GA4 在配置上的保守，以及高调的定价，会被市场狠狠

的打上一耳光。

@我叫金正义 汽车达人

不得不承认，自主品牌最近几年的发展是非常的迅速，而睿骋 CC 也

好，传祺 GA4 也好，他们之所以受到关注，也是由以下原因决定的。

1.它们的外观设计都比较大气流畅，很适合家用。2.它们的内饰用料

和做工都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3.它们的售价相比同级别其他车

型来说都非常具有吸引力。

http://weibo.com/litie1012?refer_flag=1001030103_


@车居会 车居会官方微博

从各方面的数据及现场体验，GA4 的总体感官不错，无论是实用性

还是材质、做工上的提升都令人耳目一新，乘坐空间及使用空间也

让人没什么遗憾

@胖哥杨力
新浪汽车 视频部

试车编导

新的想法、新的理念、新的技术融入在了新车型中，代表了目前自

主自主品牌的潮流，在此基础上定了一个老百姓能够接受的价格，

所以引起了很高的关注度。

@蜗牛车志-刘

志峰

《蜗牛车志》联合

创始人

聊聊最近上市的广汽传祺 GA4。虽然 SUV 大热当道，但我始终觉

得三厢车能体现一个车厂的优秀与否，对于传祺来说，继续提升机

械水准和行车品质是当务之急

虽然有多样的看法和观点，但经统计，传祺 GA4 微博专业提及量的参与者

普遍更关注外观、价格和空间三大元素，此外，配置、服务、动力、内饰、行驶

过程、油耗、操控、空调系统等元素也会汽车专业人士的关注热点。



此外，传祺 GA4 话题量的传播体现出了大众传播与专业传播的交互，例如，

在 1 月传祺 GA4 的专业话题量中，汽车话题占比 88%，音乐话题 10%，科普

话题占比 1%，明星话题占比 1%。由此可见，由代言人张杰引发的大众传播，

在一定程度上也引发了汽车专业博主的参与，形成了专业声量，起到了有效宣传

的作用。

四、车企养精蓄锐 2 月即将上市新车关注度普遍不高

由于春节临近，各大车企均进入了养精蓄锐的阶段，所以，2 月的汽车市场

相对冷淡，即将上市的新车也相对较少，引发的关注也自然较低。在 2018 年 2

月即将上市的车型中，关注度排名首位的新款英菲尼迪 Q50L，热度指数也仅有

0.63。此外，新款腾势 500 纯电动车、全新一代沃尔沃 V60、奔驰全新 Sprinter、

东南 DX3 EV、云雀 Q1、新宝马 5 系 525Li、森雅 R7 纯电动版、新款现代 i20、

斯柯达晶锐限量版等车型虽然上榜了上市车型热度指数 TOP10，但引发的关注

度均不是很高。

虽然关注度上没有展现出较高的数据，但是网友对新款英菲尼迪 Q50L 的评



价还是倾向于正面和认可的，特别是外观受到了不少网友的好评。例如：微博网

友@罗豪任 称“本人是非常喜欢新款 Q50L 前脸，杀气十足”；微博网友@僻

静词组 OKK4 称“感觉英菲尼迪 Q50L 好看，感觉这车前脸设计的很时尚”。

五、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举办 工信部长：新能源补贴平稳退出



通过对 1 月汽车行业热点事件网络传播热度指数的分析，可以发现，“中国

电动汽车百人会 2018 年度论坛在北京举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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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此外，“新红旗再度起航 在人民大会堂发布全

新战略”、2017 年北汽新能源产销双破 10 万辆”等汽车行业事件也较为受网

友关注。

排行 1 月汽车行业热点事件 TOP10 网络传播热度指数

1 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 2018 年度论坛在北京举办 2.04

2 新红旗再度起航 在人民大会堂发布全新战略 1.08

3 北汽新能源年产销破 10 万 郑刚否认调动传言 1.01

4 2017 年乘用车销量前十:上汽大众夺冠 吉利赶超长安 0.98

5 小鹏汽车获 22 亿 B 轮融资 阿里、IDG 再次领投 0.89

6 发改委:将组建国家平台保障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落地 0.87

7 百度无人驾驶在美国试驾 Apollo2.0 将亮相 2018CES 0.86

8 独木难支:长城 SUV 停滞不前 销量难达预期 0.79

9 比亚迪联手华为发布云轨无人驾驶系统 0.79

10 2018 年主力新能源乘用车企规划销量超 70 万台 0.70

2018 年 1 月 20-21 日，2018 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论坛在北京举行，本届

论坛以“把握全球变革趋势，实现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来自科技部、工信部、

发改委、交通运输部、能源局等政府部门的领导与行业人士齐聚一堂，共商新能

源汽车发展大计。

经分析，本届论坛引发了主流媒体的广泛关注，@央视新闻 、@人民网 、



@新华网 、@中央财经 、@光明日报 等央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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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针对在本届论坛中工信部部长苗圩谈到的“2020 年前，分阶段退出

新能源车补贴”这一计划，网友也持有很多看法。根据抽样调查显示，45%的网

友赞同停止补贴，认为起不到实际作用，例如，微博网友@汽水杀手 称“包容

式补贴就是放纵，国产电动技术研发不给力，尽在外壳上耍了门道”；27%的网

友认为没有了国家的补贴，国产新能源车发展堪忧；14%的网友吐槽了国产新能

源车存在的种种问题；9%的网友认为如果没有了补贴购买新能源车将不会很划

算；还有 5%的网友认为受此消息的影响新能源车很可能会出现降价趋势。



六、 1 月车展关注度普遍不高 重量级车展出缺

据统计，在 1 月，国内各地均未筹办重量级的车展，关注度排名首位的“2018

成都汽车博览会”的热度指数也仅有 0.39，说明其引发的关注较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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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 车展 网络传播热度指数

1 月 12 日-14 日 2018 成都汽车博览会 0.39

1 月 20 日-21 日 2018 郑州国际汽车博览会 0.26

1 月 13 日-14 日 2018 重庆汽车展览会 0.05

1 月 7 日-8 日 2017 第九届苏州汽车博览会 0.05

1 月 19 日-21 日 2018 第九届湖南（望城）电商惠民车展 0.04

1 月 26 日-28 日 2018 年福州汽车嘉年华 0.02

1 月 27 日-28 日 沈阳 2018 迎春车展 0.02

1 月 5 日-8 日 2018 呼和浩特新年大型汽车博览会 0.01

1 月 6 日-7 日 2018 沈阳跨年抢车惠 0.01



1 月 6 日-7 日 2017 中国（杭州）华东国际车展 0.39

数据来源：文中汽车销量统计数据来源于汽车销量网；其他数据及内容来自于新浪微舆情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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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品方：新浪汽车 新浪微舆情 新浪商业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