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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企业力争挺进世界前十

混战在即？

摩拜共享汽车项目上线 出行市场再迎
“
入侵者”

购置税免征再延三年
新能源汽车再迎政策红利

本报记者 陈亚莹 郑宇 北京报道

本报记者 王琳琳 张洪杰 北京报道

奔腾 B30EV，贵州地区用户可通过

联网一体化的绿色智慧交通立体模

而就在摩拜共享汽车项目推

在两轮的共享单车市场取得

摩拜单车 APP 上新增的共享汽车
入口，进行一键开锁、临停锁车、关

式，一站式解决消费者的出行需求。
J.D. Power 中国区副总裁兼董

出前不久，网上送餐平台“美团”也
宣布进军网约车市场。 从目前情况

领军者地位后，北京摩拜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摩拜”）将目光放

锁还车、订单支付。
“
过去三年做共享单车，未来三

事总经理梅松林认为，作为共享单
车概念的领导者，摩拜填补了“最

来看，网约车、共享汽车市场吸引
着越来越多的跨界商家入局，出行

在了四轮的共享汽车上。
2017 年 12 月 29 日，摩拜在贵
州省联合中国一汽、新特新能源等

年希望花更多精力在共享汽车方
面。” 北京摩拜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
始人兼 CEO 王晓峰对 《中国经营

后一公里”的市场空白，建立了非
常庞大的客户群体并培养了年轻
消费者的使用习惯。 出于交叉营销

领域已经不再是传统造车企业独
有的战场，而“生态圈”“多元化平
台”“一站式服务”等概念似乎已经

公司举行上线活动，正式宣布摩拜

报》记者表示，摩拜此次上线共享汽

理念，共享单车 + 共享汽车模式成

成了“摩拜们”对未来出行需求的

31 日， 对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

定义。 一场关于未来的升维竞争，
正在打响。

置税；并通过《免征车辆购置税的
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以下简称
“
《目录》”） 对车型实施管理，2017

共享汽车项目启动。 此次上线的均
为新能源电动汽车，采用一汽轿车

车业务， 旨在通过自身以及合作伙
伴优势，打造车辆、充电桩、移动互

为摩拜的自然延伸，即王晓峰所说
的出行方式有机连接。

摩拜出行矩阵

据介绍， 摩拜共享汽车项目，

创始股东成立一个离岸公司，再由离
岸公司在中国境内设立一家外商独
资企业从事外商投资不受限制的行
业）。 ”有分析人士称，这一方面是为
境外上市做好公司架构设置，另一方
面也是为海外市场的拓展做准备。
而 2017 年， 在加速共享单车
海外扩张的同时，6 月，摩拜出行服

详细说明。 王晓峰表示，希望能做
到比出租车便宜，让价格亲民。
按照规划， 摩拜共享汽车将
利用自身在物联网、 移动互联网
以及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方面的优
势，结合贵安新区等本地新能源、

务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有消息称，
摩拜内部已成立单独的出行服务
部分，而共享汽车正是摩拜出行矩
阵下一个触点。 与此同时，2017 年
12 月 28 日，“摩拜公交” 微信小程
序也正式上线，可进行线上购买地
铁票服务， 率先在武汉进行试点。
摩拜的出行版图，似乎已经越来越

充电桩等方面的基 础 设 施 建 设 ，
打造智能交通立体模式， 一站式
解决消费者从骑行、到驾驶、再到
骑行的多场景绿色出行需求。 在
王晓峰看来， 新的出行时代已经
到来， 分享经济对中国乃至全球
都产生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而
共享单车作为分享经济的典型实
践， 已成为联接不同出行方式的
交通基础设施之一。

2017 年 12 月 29 日，摩拜在贵州省联合中国一汽、新特新能源等公司举行上线活动，正式宣
布摩拜共享汽车项目启动，此次上线的均为新能源电动汽车。

记者通过
“
天眼查”发现，成立于

限公司， 而其出资人和股东为
“
mo-

2015 年 1 月 27 日的北京摩拜科技
有限公司，已于 2016 年 1 月 12 日设

这意味
bike（HongKong）Limited”。“
着摩拜单车成立一年后，就搭建好了

立关联公司摩拜（北京）信息技术有

VIE 持股架构（由外国投资者和中国

告（以下简称“公告”）。 公告称，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税的政策继续有效。

目前仅在贵州省贵安新区及贵阳
市主城区开始试水， 覆盖观山湖

用收费以及押金问题，摩拜方面表
示，随后新版的摩拜 APP 中将会有

及科技部等四部委联合发布《关于
免征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的公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已列入 《目录》
的新能源汽车，对其免征车辆购置

有业内人士认为，从单一市场竞争到升维竞争，摩拜已经开始打造自身的商业闭环。

区、云岩区、南明区、花溪区、清镇
市等主要行政区及商圈。 而关于使

2017 年 12 月 27 日，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以

清晰，即“共享单车 + 公共交通”出
行模式。
“从目前情况来看， 摩拜的竞
争对手已经不限于 ofo， 而更偏向
滴滴出行。 ”有业内人士认为，从单
一市场竞争到升维竞争，摩拜已经
开始打造自身的商业闭环。

共享汽车瓶颈
由于汽车单价高，无论是以租赁形式还是购买形式都会造成企业高额运营负担。
尽管共享汽车已成为未来出

式还是购买形式都会造成企业高

的、运营情况较好的平台，到 2016

面临的，还是投入产出比的问题。

行方式的选择之一，但入局共享汽
车实际上并不简单。 梅松林认为，
在共享单车市场，摩拜是概念创造
者，填补了一个空白市场。 但是在
共享汽车市场，已经有相当多的探

额运营负担。 与此同时，包括车辆
存放、能源与燃料的供给、费用分
摊、成本高昂等诸多问题令共享汽
车市场的发展前景令人担忧。 而对
于摩拜来说，从单车市场到汽车市

年底，每天每车的订单时长可以达
到 3～4 个小时， 每天收入近 100
元。 但平台要实现盈利需要日收入
达到 150~200 元左右。
“
需求是有的，未来的发展关键

这些不是解决不了的问题，只
是需要一步一步慢慢的把它做起来，
戴姆勒智行（中国）租赁有限公司（奔
驰在华共享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陈
冰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王晓

路者， 摩拜则成了一个后来者，要
面临的挑战其实并不小。
也有汽车行业分析人士认为，

场的跨越，其盈利模式以及运营模
式也受到业界质疑。
根据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组织

就在于投入产出的衡量。”梅松林表
示，现在谈及盈利问题还为时过早，
共享汽车市场的商业模式本身还在

峰持同样观点。“
摩拜单车一直希望
在商业利益和社会价值之间寻找平
衡， 我始终认为在共享经济行业里

由于汽车单价高，无论是以租赁形

的一次项目考察，在一家国内较大

摸索当中。梅松林认为，摩拜等企业

面，需要有长期的耐心。 ”

发展前景诱人
如何把握投入产出比，而非盲目扩张，将是摩拜等企业平衡发展的前提所在。

早在 2014 年 7 月 9 日，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决
定免征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期
限为 2014 年 9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至此，新能源汽车免征
车辆购置税时长达近 6 年。
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
秘书长崔东树在接受 《中国经营
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新能源汽
车 2018～2020 年免税政策是重大
利好， 国家政策对消费者的引导
是极其重要的。 2017 年新能源汽
车的快速发展也是国家政策扶持
以及消费者支持国家政策的体
现。 随着政策层面对新能源汽车
重视程度的加大， 新能源汽车发
展速度会加快。 ”

免征延续
公告的落地表明了政府层面对

发展，对市场起到刺激和提振的效

于推动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决心。 此
前 2017 年 12 月初， 就有消息称，
“
中国相关部门正在研究，延长本应

果。 ”汽车行业知名评论员田永秋
认为，“基于这一政策对于新能源
汽车的促进作用，一旦终止优惠政

在 2017 年年底到期的新能源汽车
车辆购置税免征措施实施期限，免

策，将会挫伤消费者的购车积极性
并增加企业成本，不利于新能源汽

征期限至少持续到 2020 年。 ”
而本次公告对比 2014 年的公

车推广工作。 ”
数 据 显 示 ，2017 年 1 ～11 月

告也有了一定变化。之前的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和工信部三部委增加

我国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为 60.9
万辆，同比增长 51.4%；随着年底

了科技部，变成由四部委联合发布，
并连续免征三年； 对于新能源汽车

企业冲刺销量，12 月新能源汽车
销量仍保持了环比增长的态势。 12

产品的要求提高， 电池系统质量能
量密度和能耗等技术门槛提升；增

月中下旬，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
示：“预计 2017 年全年新能源汽车

加了对于新能源汽车企业的要求，
提出申请的汽车生产企业或进口汽

销量有望超过 70 万辆。 ”
崔东树表示，
“
新能源汽车的快

车经销商必须符合六项条件；此外，
更新了新能源汽车产品专项检验标

速发展， 跟免征新能源汽车车辆购
置税有很大的关系。 ”此外，政策层

准目录，例如调整了《新能源汽车生
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规定》 附件

面对新能源汽车的重视程度也在不
断加强，2017 年 4 月发布的 《汽车

三；最后，此次在公告中指出将保留
已发布《目录》的有效性。

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 中提到，
“
到
2020 年培养若干家进入世界前十

“最根本的还是基于当下新能

的新能源汽车企业。 “
” 到 2025 年新

源汽车发展的总体情况。 在免征购
置税政策下，新能源汽车得以快速

能源汽车骨干企业在全球的影响力
和市场份额进一步提升。 ”

爆发期将至？
苛，在产品门槛、技术、性能等多个

随着免征新能源汽车购置税
政策的推出，新能源汽车板块的股
票快速 拉 升 ， 金 杯 汽 车 (600609.

方面提高要求。”最明显的就是，目
前新能源汽车生产资质审批已经

SH)、众泰汽车（000980.SZ）、海马
汽车(000572.SZ）、比亚迪（002594.
SZ）、 东 风 汽 车（600006.SH）等 公

暂停，目的就在于规范市场，改善
鱼龙混杂的情况。
田永秋认为，“
2018 年会是新

司股票大涨。
“
免征车辆购置税， 从价格上

能 源 汽 车 发 展 的 关 键 期 ，2019
年～2020 年或将迎来爆发期。 ”中

来讲对消费者购车的牵引力很大，
有利于销量的增长。 ”比亚迪汽车

国汽车工业协会秘书长助理许海
东曾预测，2018 年我国新能源汽

波士顿咨询公司全球合伙人

全球战略咨询公司普华永道

年的年增长率为 24%）。“现在不

资本的投入。“
这更多的是风险。 ”

品牌及公关处相关负责人表示。此

车累计销量或超过 100 万辆。

兼董事总经理许刚认为，目前从中
国市场来看，大部分利润还是在汽

思略特在一份报告中提到，到
2030 年， 数字出行服务业市场规

赚钱并不表明将来不赚钱。 ”许刚
表示， 未来汽车零部件整车制造

梅松林表示。 事实上，目前在共享
汽车乃至出行领域，拉拢资本已经

外，对于车企而言，免征车辆购置
税政策的延期，有利于企业在扩大

“延期优惠政策能够促进新能
源汽车的销售，也能够改变新能源汽

车零部件和汽车制造方面，但是一
些成熟市场，包括汽车租赁、维修
保养、二手车、汽车金融占到相当
大的比例。 未来，中国市场在遵循
一些成熟市场的发展，同时数据服
务和出行服务将成为新的利润增
长业务。

模 将 达 到 2.2 万 亿 美 元 （约 合
14.42 亿元人民币）， 其中共享及
自动驾驶汽车（以及偶尔的拼车）
将占到 25%~37%的行驶里程。 而
美国、 欧洲和中国共享出行的市
场价值将达到 1.5 万亿美元（约合
9.76 亿人民币，从 2017 年到 2030

产生的利润， 或将仅占三分之一
到二分之一。
这一市场还在吸引更多的玩
家入局。 不过，在梅松林看来，尽管
发展前景明朗，但共享汽车市场发
展不会非常快。“
2018 年将是烧钱
的一年。” 而在发展的背后，是诸多

成为企业运营发展的关键所在，而
由于资金链断裂倒闭的玩家也并
不少见，例如友友用车、EZZY 甚至
乐视汽车。 正如梅松林所言，如何
把握投入产出比， 而非盲目扩张，
将是摩拜等企业平衡发展的前提
所在。

生产力的同时降低成本，从而增强
产品竞争力，扩大市场份额。
不过，崔东树则认为，“此次公
告中对新能源汽车企业以及技术
要求提高。国家层面虽然重视新能
源汽车企业的发展，加大政策扶持
力度，但同时监管标准也越趋于严

车综合成本偏高的现象，促使消费者
选择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行业发
展或将进一步加速。”崔东树坦言道，
“
但 2018 年新能源汽车会迎来更大
的挑战，车企与互联网公司之间会形
成合作高潮，但市场的竞争压力也在
增加，要接受来自消费者的考验。 ”

新能源汽车与轿车并重
品牌向上

长安汽车启动“第三次创业”
本报记者 张洪杰 北京报道

根据长安汽车副总裁龚兵介绍，长
安汽车将在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产
业的同时，重调其在 SUV 和轿车领

时将战略重点向轿车市场转移，对
于轿车和 SUV 市场的资源配比也
将由 2017 年的 3： 7 调整为 2018

长安汽车总裁朱华荣在接受《中
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
未来三四
年将决定长安的生死存亡。 所有自主

域的产品布局。
按照相关规划， 长安汽车将在
SUV 市场继续保持销量热度的同

年的 6： 4。 对于 SUV 市场依旧火
热的中国汽车市场而言， 长安汽车
的转型规划可谓大胆。

品牌都一样， 和外资品牌的较量才刚
刚开始，只会越来越残酷，优胜劣汰是
自然界的生存法则。 ”

“第一次创业是改革开放后进
军汽车业。 第二次创业就是在 2000
年之后， 长安从微车进军到乘用车
的转型。 第三次创业是从传统汽车
制造企业向科技服务信息企业转
型。 长安的品牌计价能力或者市场

源汽车领域投资 1000 亿元。 其中，
动力电池方面的投入为 300 亿元，
共享、 充电设施与服务领域投资
200 亿元， 新能源专有平台方面投
入 100 亿元， 新能源产品研发投入
400 亿元。 在逐步落实投资规划的

发动机燃烧效率低于 40%的车型。
长安汽车提出的 2025 年全面停售
传统燃油车目标， 目的是大力推进
节能与新能源技术应用比例， 并加
快开发应用更高燃烧效率的内燃
机。 ”朱华荣表示。

着长安两条腿走路的重任。 ”按照龚
兵的说法， 长安汽车轿车业务在
2017 年的整体表现低于目标值，原
本是
“两条腿”走路的长安汽车出现
了销量偏科。 为了改变
“
偏科”现状，
长安汽车重调在 SUV 和轿车领域

效益有待提高， 所以我们要实施第
三次创业。”朱华荣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
早在 2017 年 10 月， 长安汽车
正式启动了“香格里拉”计划，宣布
将在 2025 年全面停售传统燃油车。
按照规划， 长安汽车将向整个新能

同时，长安汽车还将携手宁德时代、
博世、蔚来、滴滴出行和百度共同打
造新能源汽车生态圈， 向整个新能
源产业进行布局和投资。
“与国际上的一般通行说法相
对比， 长安汽车概念中的传统意义
燃油车是指不带有能量回收功能、

在新能源转型规划之外，长安
汽车也开始重调其在 SUV 市场和
轿车市场的资源配比。 长安汽车在
2017 年年底推出了睿骋 CC。 对于
产品布局的转型，龚兵对记者表示：
“睿骋 CC 的面世展示了长安汽车
向高端突围的决心与实力， 并肩负

资源配比的同时推出了睿骋 CC 和
第二代逸动等车型。“
新的睿骋 CC
和第二代逸动肩负着我们轿车重
任， 如果这个目标实现了，2018 年
就有希望回到‘两条腿’ 走路的时
代， 对于长安和营销来讲是健康的
事情。 ”

新年伊始， 对于车型销量在自
主品牌中排名前五名的长安汽车而
言，2018 年既是其更新迭代的“创
业年”也是其完善布局的“
转型年”。

多重转型

在积极寻求企业转型的同时，
长安汽车也正通过产品升级推动
品牌向上。龚兵表示：“长安在圈子
里面有 10 年， 不能只在中低端圈
子里绕来绕去，我觉得已经到了突
破的时候。 ”
龚兵认为， 中国品牌中总体
向上的趋势已经形成， 尽管不同

计更加前卫、大胆的新款产品。

的生产厂商选择了不同的向上途
径， 但产品的高端化和品牌高端
化， 都是品牌向上的具体目的和
体现。“新能源转型并不是单纯的
产品转型， 未来的新能源车型实
际上就是当下的汽车。 长安实际
上重点强调是平台化， 专门为新
能源车辆打造的平台产品， 不是
传统的意义上简单的改变过去，
我觉得单纯依靠简单产品改变支

加强合作。 朱华荣认为当前的合资
形态与过去有所不同，自主品牌如
今的合资战略目标已由过去的通
过市场换技术转变成了互惠互利
的共赢。
虽然转型后的发展暂难预测
但长安汽车以通过实际行动展示
了其未来的发展决心。 对于长安汽
车的当前表现，长安汽车董事长张
宝林表示：“长安汽车坚定不移走

撑的企业肯定不会有长久生命
力。 ”从现有规划来看，长安汽车
新能源板块将在 2018 年冲刺更高
的销量目标， 并正在考虑推出设

正向研发道路，整合利用全球优势
资源，建立了全球协同创新研发体
系，将在未来探索出一条具有长安
特色的中国品牌汽车发展之路。 ”

当然，要想实现品牌向上仅凭
企业自身“闭门造车”还不够，为了
更好的磨练提升自身品牌，长安汽
车将与 PSA 集团进行更深入的合
作。 根据相关协议，双方将在整车
平台联合开发、新能源汽车、传统
动力、智能互联、海外合作等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