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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经车视界”，由《中国经营报》汽车版组全

C9

新打造，一个及时了解汽车行业动态，聚焦车
企新闻、营销策略，实时呈现独家看点的线上
发布平台。

C10 特斯拉多面承压 马斯克“热度刺激”收效甚微
C12 汽车金融井喷背后 行业不健康发展隐忧渐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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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9~C12
一汽集团或于 2019 年实现整体上市

天津一汽回应股权转让计划搁浅 极速转型或能“向死而生”
本报记者 陈亚莹 刘珊珊 北京报道

2017 年以来， 夏利系列雪藏、

实施 “骏驰计划”、 推出新能源车
A70 E、推行经销商“
千网计划”等复

计划搁浅再次引起了业界的高度关
注，甚至被多方质疑
“卖不出去”。与

对于一汽夏利股价“大起大
落”，中融创投基金管理（北京）有

价， 从而迎来一次重新购入的机
会；此外，也有解释称是因媒体报

者独家采访时表示，眼下一汽夏利
资产被严重低估，也为更多场外资

兴战略。

此同时，停盘 86 天后复盘即连续三

限公司董事长曹鹤告诉《中国经营

道一汽集团整体上市有望 2019 年

本的进入提供了机会。 在王志平看

盈利连亏、销量受挫、股权公开受让
等事件接踵而来， 一汽夏利

这似乎成了一场“生死间”的
拉力赛，而速度成为这场比赛中的

天大跌更让股民进退维谷。然而，就
在第四天， 一汽夏利股票出现了逆

报》 记者，“从上市公司股价来看，
本就是双刃剑。 ”有证券分析人士

底实现。
一汽夏利子公司天津一汽汽

来，股权转让计划最后一刻的结果
虽然几乎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但这

（000927.SZ）一度被推至风口浪尖。
也是 2017 年，一汽夏利提出并开始

关键。
近日， 一汽夏利股权公开转让

势反转。 11 月 29 日午后，一汽夏利
直线拉升涨停。

认为，复盘后股市跌停的背后不排
除资本大鳄在推波助澜， 砸低股

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
一汽”） 副总经理王志平在接受记

样的结果也正是资本市场的魅力
所在。

股改落定

重要转折

截至征集期届满，一汽股份未征集到符合《公开征集公告》
中各项资格条件的受让方，本次公开征集宣告终止。

王志平强调，一汽夏利的日常运营并没有受到影响，骏派计划还在加速实施中。

11 月 21 日， 一汽夏利发布

方应同意，一汽夏利将持有的天津

《关于控股股东终止公开征集的
公告》。 在之前的 2017 年 11 月 7

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天津一汽丰田’）15%股权， 按照

日，一汽夏利披露了《关于控股股
东拟协议转让公司股份公开征集

法律、法规（国资监管）的相关规定
转让给一汽股份”。也就是说，在此

受让方的公告》。 而截至征集期届
满，“一汽股份（控股股东）未征集
到符合《公开征集公告》中各项资
格条件的受让方，因此，一汽股份
决定终止本次公开征集。 ”公告的
发布， 也意味着此次一汽夏利的

次计划转让的一汽股份所持一汽
夏利 3.945 亿股股份中（占一汽夏
利总股本的 24.73%），并不包括天
津一汽丰田股份。 对此，有不愿具
名的证券分析师表示，天津一汽丰
田股份不在受让范围中，意味着收

股权转让，以搁浅告终。

购成本高且代价更大，这也或许是

据了解， 在潜在受让方中，
符合一汽股份提出资质条件的

谈判失败的理由之一。
本次股权转让计划搁浅后，

企业非常少， 而珠海银隆是其
中之一，也是呼声较高的。 据知

一汽夏利发布公告称， 一汽股份
目前尚没有继续转让一汽夏利股

情人士透露， 珠海银隆相关负
责人曾表示， 购买一汽夏利股

份的计划。
此外，一汽夏利还发布了关于

份的计划是股东建议。 这家以
生产电动大巴为主的新能源汽

转让资产给一汽股份的公告。 公告
显示，一汽股份已启动对动力总成

车制造商， 于 2016 年底得到了
格 力 电 器（000651. SZ）董 事 长

资源整合工作，并设立了天津乘用
车动力总成分公司， 并将 2015 年

董明珠的重资投入， 开始打造
其新能源闭合式循环产业链。
而由于新能源业务的重要发展
方向一致， 且珠海银隆还并未
获得新能源乘用车生产资质，

从本公司的收购动力总成资产拨
入天津乘用车动力总成分公司。 为
保证天津乘用车动力总成分公司
正常运转， 公司与天津乘用车动力
总成分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20 日

珠海银隆与一汽夏利的结合被
看作是“天时地利”。
然而，最终的谈判以失败告
终，正如王志平提到的“出乎意
料”。尽管王志平表示资本市场的

尽管资本市场波动频繁， 但王
志平强调， 一汽夏利的日常运营并

是一汽夏利反击的第一步。 而
2018 年， 也将是一汽夏利的重要

没有受到影响， 骏派计划还在加速

转折点。

实施中。事实上，在股权转让计划搁
浅后，骏驰计划的推进将更为关键。
援引知名证券分析师姜伯静观
点，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一汽夏

王志平强调，骏派 A50 是骏派
品牌造型质变关键一步。 公开资料
显示，骏派 A50 是骏派品牌与全球
知名设计公司 ItaldesignGiugiaro（以

利还要持续改善经营。 在姜伯静看
来，如果不继续经营、改善经营，一
汽夏利的价值会越发贬值。
目前， 骏派品牌已经成为骏驰
计划中产品方面的主力。 按照骏驰

下简称“IDG”）合作的首款车型，全
球知名汽车设计大师乔治·亚罗与
前兰博基尼御用造型设计师菲利普
亲自担纲设计，历时三年匠心研发，
代表骏派品牌设计质的飞跃。同时，

计划，在 2017～2020 年之间，骏派
品牌将推出 10 余款新车， 覆盖轿

骏派 A50 是一汽夏利首款运用智
能网联技术的车型，搭载智能导航、

车、SUV、MPV、新能源车等不同车
型。截止到目前，骏派品牌已推出小

用车管家、语音控制等功能，将开启
一汽夏利智能网联技术的序幕。 据

型 SUV D60、 紧凑三厢家用轿车
A70 以及纯电动版本 A70E。 不过，
从目前的市场表现来看， 除上市不
久的纯电动车型， 其余两款车型销
量一般，其中骏派 D60 月均销量在
千辆以上。
“这两款车确实表现不尽如人
意。 ”王志平坦言。 骏派 D60、A70

一纸《关于控股股东终止公开征集的公告》，宣告一汽夏利的股权转让以搁浅告终。
本报资料室 / 图

王志平透露，该车或将于 2018 年 3
月正式上市， 而骏派 CX65 以及 A

推出进度延期，导致错过了最佳上
市时期。 而目前，一汽夏利的主要
产品构成，仅剩部分地区少量在售

不过，王志平表示，一汽夏利
的困境即将迎来转机。“入门级紧
凑三厢家用轿车 A50、紧凑级跨界

的夏利以及威志车型。 这样看来，
一汽夏利销量持续下跌似乎已经

旅行车 CX65 以及一款 A 级纯电
动 版 SUV（T086）将 于 2018 年 推

不难理解。

出。”据王志平介绍，这三款产品将

级纯电动版 SUV（T086）的上市时
间约是 4 月及 8 月。
届时， 一汽夏利将形成五款燃
油车、两款新能源车型的产品阵容，
随着走量产品的加入， 才真正意义
上算是走出了复兴的第一步。

保持信心
从员工到经销商层面，均对一汽夏利保持着信心。
“黎明”来临前，一汽夏利的股

利率，心情尤为复杂。 在王志平看

计划”，即销售网络达到一千家。 据

车的时间已经不多。“但机会不少。”

签订了《资产转让合同》，将公司下
属内燃机制造分公司和变速器分公
司动力总成日常生产制造相关部分
的资产及负债以人民币 252.9 万元
的价格转让给一汽股份。

东以及员工还能否保持信心？
“从天津一汽来说， 从 9 月至
今，没有一个员工离职。 ”王志平表
示，自己已在天津一汽从业二十余
年，经历了诸多风雨，尽管一汽夏利

来， 尽管这些经销商始终和天津
一汽站在一起， 但是未能实现持
续盈利，令王志平不免担忧。“下
一阶段就要改善经销商盈利机
制。 ”王志平表示，新产品上市后，

王志平透露，截止到目前，已有 70
家新建店成功签约。
对于一汽夏利整体纳入奔腾事
业部的决定，分析认为，虽然由一汽
方面统一运营管理，但由于一汽夏

王志平认为， 从吉利汽车（00175.
HK） 的新帝豪到广汽传祺的 GS4，
这些都是以产品为导向使品牌上了
一个台阶。 而引领一汽夏利质变的
骏派 A50、CX65、T086 等产品即将

魅力本在于此，但是，仍有声音质
疑说谈判失败的原因在于一汽股
份提出的要求太为苛刻。
根据公告内容， 一汽股份除
了要求受让方具备丰厚的新能源

至此， 一汽夏利的股改暂时
告一段落。不过曹鹤认为，股权转
让计划搁浅后，3 个月内应该会
有新的解决方法。在曹鹤看来，或
许会采取别的方式， 但这个事情

现在处于低谷，但自己并未失去信
心，且天津一汽的员工也是如此。

将通过多种手段给经销商带来更
大的利润空间。

利上市公司的独立性，对架构以及
人员方面不会有大的调整且截止到

于 2018 年推出，一汽夏利方面对新
车市场表现充满信心。

此外，据王志平介绍，目前天
津 一 汽 的 300 多 家 一 级 经 销 商

300 多家一级经销商、400 多家
二级经销商基本构成了目前天津一

目前还未有调整动作。
随着《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

与此同时，在新能源领域，一汽
往者不可谏，来
夏利也准备好了。“

领域背景外，还提出了“
意向受让

肯定会解决的。

中， 陪天津一汽走过十年以上的
占一半。 王志平谈及经销商的盈

汽的销售网络。 骏驰计划中，天津
一汽提出了到 2020 年经销商“千网

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
法》实施时间的敲定，留给传统燃油

者犹可追。 ”对于一汽夏利的发展，
王志平这样说道。

在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
秘书长崔东树看来， 此番再次转让
红旗品牌相关资产，“
有利于一汽轿
车的投资收益， 让一汽轿车将更多
的精力投入到奔腾品牌中； 同时也
能保证无论红旗品牌的销量业绩如
何都不会影响到一汽轿车的业绩。 ”
事实上，早在去年剥离红旗后，
一汽轿车便频传捷报。 公开数据显

收 198.27 亿元，同比增长 32.17%；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91
亿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幅度达到
140.69%。 在连续几年业绩亏损后，
一汽轿车实现了扭亏为盈。
“一汽轿车之所以能够实现扭
亏为盈， 一方面是少了红旗品牌的
拖累， 另一方面很大程度归功于合
资品牌一汽马自达的贡献， 自主品

划可以发现，一汽轿车已经加速在
奔腾品牌上的产品投入，逐步完善
产品布局。“如今自主品牌都在进
行高端化布局，一汽轿车必然也在
布局，提高奔腾品牌的含金量。”曹
鹤坦言道。
一汽轿车在去年的财报中提到
今年要实现年销量 30 万辆的销售
目标， 不过纵观一汽轿车前十个月

示，今年 1～10 月，一汽轿车累计销
量为 18.36 万辆， 较去年同期增长
26.9%。 此外，今年前三季度一汽轿
车在营收上的表现也相对乐观。 财

牌奔腾品牌的发展还是低于预期。”
一位证券分析师对记者说道。
在近年日益激烈的自主品牌
竞争中，一汽轿车旗下奔腾品牌的

的累计销量， 距离实现年销量目标
还相差甚远。
此外，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一汽
轿车表示也在布局规划中， 未来将

竞争力并不突出。 从奔腾品牌的规

进行新能源汽车产品研发生产。

红旗品牌彻底回归一汽集团

遭一汽轿车完全剥离 红旗“归位”后如何复兴？
本报记者 王琳琳 张洪杰 北京报道

业绩逆转

相关的资产以含增值税人民币 2.89
亿元（含使用费用）的价格转让给中
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一汽股份”）。
公告显示， 本次资产转让产

际情况和长远发展出发。 未来公
司将持续推进深化改革， 提升产
品品质，优化产品成本结构，拓展
营销网络， 全面提升公司的经营
能力。 ”

生的 2.89 亿元将主要用于一汽轿
车的生产经营、补充流动资金，以
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 增加营运
资金，发展自主事业，提高公司运
营和管理效率。 在接受《中国经营
报》记者采访时，一汽轿车方面回
应称：“此举主要从当下公司的实

截至 10 月 31 日， 今年一汽轿
车和一汽股份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
交易金额达 3.35 亿元。 完成此次交
易后， 红旗品牌将彻底回归中国第
一汽车集团 （以下简称“一汽集
团”）。 完全回归一汽集团之后，红旗
品牌如何复兴？

事实上， 这并非一汽轿车第
一次转让红旗品牌相关资产。2016
年 11 月 18 日，一汽轿车发布公告

重要内容之一。 今年 8 月，一汽集
团新掌门人徐留平上任之后，在
一汽集团掀起疾风骤雨式的改

影响红旗品牌发展的主要因素。
此外，徐留平掌舵之后，为红
旗品牌发布了招商公告，计划在北

报显示，前三季度，一汽轿车实现营

称将红旗相关资产转让给控股股
东一汽股份， 交易价格为 4.28 亿
元。 但实际上，一汽轿车对于红旗
品牌的投入远不止 4.28 亿元。
在业内人士看来，一汽轿车第
一次转让红旗资产的目的是为了
减压。 中融创投基金管理(北京)有
限公司董事长曹鹤认为，再次转让

革，并公开表态“要把红旗品牌真
正打造成中国第一豪华品牌”。 徐
留平对红旗品牌的改革并没有停
留在口号层面，他从制度、管理到
人事等多个方面不断加大对红旗
品牌的调整力度。
8 月 23 日， 一汽集团举行了
红旗品牌产品质量誓师大会，大

京、上海等 308 个地区招募经销商
建店。在产品层面，陆续推出新款车
型， 到 2020 年红旗将有 8 条产品
线投入市场。在营销层面，先是为红
旗品牌首次聘请代言人，其次在社
交平台加大传播投入，冠名合作公
益节目《行走的力量》等，帮助红旗
品牌的品牌理念推广传播和年轻

事实上，整个一汽集团近来都是
动作频频。一汽轿车的兄弟公司天津
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000927.SZ，以下简称“一汽夏利”）
11 月 20 日宣布未征集到符合各项
资格的受让方，决定终止公开征集。
今年 6 月，一汽轿车和一汽夏利相

革。 在人事调整上，时间紧凑且快准
很，当下一汽集团的人事调整和组织
构架初步形成，徐留平又进行第二轮
人事调整。在品牌上，动刀红旗和一汽
夏利，加大核心技术的研发，解散一汽
技术中心， 设立集团直属的研发、造
型、新能源、智能网联四个研究院。

士看到了一汽集团整体上市的希
望。“自主品牌第一阵营的更替速度
还是相对较快， 把握产品的竞争力
和丰富性是竞争的关键。 对于一汽
集团而言， 还是要加强自身的布局
和产品完善。 ”上述分析师表示。
红旗品牌单飞后的首款量产车

红旗品牌，是在为红旗品牌的发展
做准备。
去年 11 月，在一汽轿车将红
旗卖给一汽股份之后， 一汽集团
随即成立了红旗事业部， 将红旗
品牌的发展作为一汽集团发展的

会明确提出了红旗品牌产品的质
量标准应该是世界顶级豪华车的
标准。 在徐留平的主导下，一汽集
团内部开始大规模号召员工为红
旗品牌的发展建言献策。 此前，业
内人士曾指出营销、产品、渠道是

化的布局。
对于当下红旗品牌的改革和
接下来的发展，曹鹤表示：
“
红旗品
牌未来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徐留平任期内的改革，好在徐留平
大展拳脚的时间还很充裕。 ”

继发布公告，恳请将一汽集团整体上市
再次延迟三年。 当时有业内人士指出，
一汽股份的盈利影响到整体上市情况，
两个子公司严重亏损、效益低下无法决
定上市之后如何剥离主业和辅业。
徐留平走马上任之后便开始对
整个一汽集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

在崔东树看来，“在一汽集团的
改革中， 振兴红旗品牌似乎是非常
重要的一环， 徐留平最先动刀的选
择很明智。 ”部分业内人士认为，徐
留平如此大幅度的改革就是希望在
三年后实现一汽集团的整体上市。
一汽轿车的扭亏为盈让业内人

型 H5 推延至明年 3~4 月上市销售，
业内人士指出，这款车型或许成为第
一个检验红旗单飞和徐留平改革成
果的实物。 至于一汽集团的整体上
市，
“
实际上，一汽集团整体上市涉及
到很多层面，不单单是一汽集团自身
可以决定的。 ”曹鹤如是谈到。

剧变前的夜晚总是格外安静。
在广州国际车展上并无大动作的
一汽集团改革之路仍在继续，朝着
整体上市努力。
11 月 20 日， 一汽轿车股份有
限公司（000800.SZ，以下简称
“
一汽
轿车”）发布名为《一汽轿车股份有
限公司： 关于资产转让暨关联交易
的公告》。 该公告称，公司拟将包括
部门建筑物与加工红旗产品零部件

“单飞”之路

谋求整体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