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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1
徐留平改革百日记

90 万销量目标折戟？

一汽改革动作频频 备受质疑还是回归正轨？

再度“瘦身”
奇瑞汽车重调产业布局

本报记者 王琳琳 张洪杰 北京报道

将发布红旗品牌未来发展战略，包
括红旗品牌新产品系列以及未来

汽车奔腾 B30EV 成为摩拜共享汽
车首批用车，这意味着一汽集团在

日改革刚满百天的一汽集团来讲，
声。 12 月一汽 - 大众对中方员工
连续发出三则 《工资延期发放通
知》， 这一消息再次引起业内对徐

新闻不仅是“大动作”，也有议论之

改革，动的不仅是表象，更有

产品造型理念等内容。 此举也成为

撼动“内心”深处的举措，其中如何
取舍，却是发人深思。 1 月 8 日，中

一汽集团的开年大戏， 点燃 2018
年改革之路的第一把烈火。

从不同维度切入共享汽车大部队。
此前两天，在奔腾事业部的经销商
年会上宣布森雅 R7 被划归至轿

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2017 年最后一个月，一汽集团

车奔腾事业部旗下，不再属于吉林

留平“铁腕运动式改革”的讨论，但

称“一汽集团”）将举行红旗品牌战
略发布会。《中国经营报》记者从一

动作频频。12 月 29 日，一汽轿车股

一汽。 种种动作意味着一汽集团董

质疑远不止于此。 改革百天后，一

份有限公司（000800.SZ，以下简称
“一汽轿车”）旗下奔腾品牌纯电动

事长徐留平的改革正在逐步推进。
不过， 对于 2017 年 12 月 28

汽集团收获更多的是质疑声还是
逐渐回归正轨的希望？

汽集团相关人士处获悉，一汽集团

铁腕改革两面性

留平走马上任一汽集团新任董事
长；9 月 18 日，徐留平正式在一汽集

雪松在深夜下班回家突发心梗，此
前他已连续两个月高强度工作。
履新一个多月后，徐留平提出

团展开
“
改革战”。 至 2017 年 12 月
28 日，一汽集团改革正好满一百天。

“白加黑、7-11”的工作号召，让全
员加班成为一汽集团的常态。 徐留

业内既饱含赞扬，同时也存有争议。

平提出“全体起立、竞争上岗”，人

纵观一汽集团百日改革进展，

事变动巨大，业内对此质疑，如此
大幅度调岗是否会造成人才的流
失，能否在具体执行环节中体现出

徐留平进行一汽集团旗下品牌梳
理、机构和人事变动，重拳出击下，
一汽集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来实质意义？

2017 年 12 月 25 日，一汽集团

一汽集团离职员工表示，“在

与外交部签署“红旗车全球采购战
略协议”， 外交部将在未来优先考
虑以红旗轿车作为驻外使节用车。
12 月 21 日， 一汽集团发布通知称
将进行公司制改革， 中文名将由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更改为

改革过程中离职的人不在少数，改
革呈现出大跃进的浮夸风，而所谓

“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2
月 1 日，一汽集团与重庆长安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000625.SZ，以下简
称“长安汽车”）、东风汽车集团有
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徐留平在一汽集团推进改革
的成绩不止于此，红旗品牌的完全
独立，并提出“复兴红旗品牌，打造

一汽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徐留平

中国第一豪车品牌”的目标，以及
一汽轿车呈现盈利态势，因此业内
人士对于徐留平重振“共和国长
子”的辉煌，以及在三年之后实现
一汽集团整体上市也有了期冀。
“
徐留平的改革力度很大，对一

2017 年 12 月， 一汽 - 大众中
方员工连续收到三则 《工资延期发
放通知》，员工工资一拖再拖，原因
在于 2017 年度工资总额需要核定、
审批。 这一消息让一汽集团再次成
为焦点， 对于徐留平改革的争议此

汽集团也起到了提振业绩的作用。”
汽车行业知名评论员钟师表示。 不

起彼伏。 2017 年 12 月 13 日，一汽
解放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一汽

过徐留平铁腕式的改革同样争议不
断，特别是在过去的一个月里。

解放”）薪酬管理科主任林雪松突发
心梗去世， 据说向来身体健康的林

的竞争上岗是所有高级经理不动，
只是换换管辖（区域）。 ”
就在一汽集团发布改名公告
当天，一汽轿车官网披露的信息显
示，四位董事长皆已离职。
至此， 徐留平改革刚过百日，
已呈现两面性的局面。“不可否认，
徐留平的改革让一汽集团重现回
归正轨的希望；但如此高压的改革
很有可能产生负面效果，如果权衡
不好，很可能物极必反。 ”一位证券
分析师如是说道。

自主品牌排头兵
一汽集团的改革之路道阻且长，重整山河并非易事。 好在留给徐留平的时间还算充裕，可以让他大展拳脚。
徐留平走马上任之后， 便开

尬的局面并非易事。 ”曹鹤坦言。

三款新车， 两款全新智能网联战略

徐留平对于一汽集团自主板块

始马不停歇大刀阔斧改革： 解散
一汽技术中心，全面动刀组织架构
和人员编制。 其激进程度惹人侧

徐留平将一汽集团旗下品牌
划分为红旗、奔腾和解放三个品牌
事业部，对于红旗品牌，徐留平规

车型和首款跨界旅行车。 ”
这三家自主板块中，剥离红旗
品牌的一汽轿车轻装上阵，今年的

的规划有条不紊，但纵观 2017 年自
主品牌的发展，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00175.HK,以下简称“吉

目。 中融创投基金管理（北京）有
限公司董事长曹鹤表示：“对于一
汽集团这样老牌国企， 它需要一
些相对激进的人士来带动一汽集
团的激情。 ”

划是到 2020 年有 8 条产品线。 红
旗品牌单飞后的首款量产车型 H5
推延至 3~4 月上市销售，将成为徐
留平改革成效的第一个实物，也将
是红旗品牌市场接受度的测试品。

发展重点将瞄准奔腾品牌，吉林一
汽旗下森雅 R7 归于一汽轿车奔腾
事业部旗下。 而一汽夏利的情况最
不尽如人意。
2017 年 11 月， 一汽夏利发布

利汽车”）、 长安汽车和长城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601622.SH；02333.HK，
以下简称“长城汽车”）位居自主品
牌第一阵营， 而一汽集团旗下的自
主品牌产品表现却并不尽如人意。

徐留平最先从红旗品牌“动
手”。 作为根正苗红的红旗品牌近
年来几乎已经成为一汽轿车“鸡
肋”， 完全脱离一汽轿车后被徐留
平定位为中国第一的豪车品牌，并

徐留平接下来的改革重点瞄准了
自主业务层面。
一汽轿车公关室透露，
“
一汽集
团旗下三大自主板块一汽奔腾、吉
林一汽和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

转让股权公开征集受让方的公告，
截至公告期限， 无人接盘。 曹鹤表
示：
“
虽然一汽集团有意筹谋出售资
产，但基于一汽夏利的经营状况，事
情并不容易解决。 不过一汽集团还

“一汽集团自主品牌产品最根
本的问题在于缺少产品竞争力，除
了整合业务和渠道之外，一汽集团
应该着重提升产品品牌力和竞争
力。 ”钟师表示。

成立红旗品牌事业部。
“
红旗品牌是一块难啃的骨头，

限公司（000927.SZ，以下简称‘一汽
夏利’）进行业务整合，三家自主渠

会想其他方式来解决一汽夏利问
题。 ”从产品来看，一汽夏利将目光

一汽集团的改革之路道阻且
长，想要重回快速增长道路、重整

但又是一汽集团改革的关键， 不过
从当下红旗品牌的销量以及所占市

道将融合为一，归于‘大奔腾’品牌
旗下， 奔腾事业部的经销商数量或

投向新能源汽车产品上， 目前已经
有一款产品进入第 302 批 《道路机

山河也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 正如
曹鹤所言，好在留给徐留平的时间

场份额来讲， 想要扭转红旗品牌尴

将增加至超过 700 家。 今年将推出

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

还算充裕，可以让他大展拳脚。

对标特斯拉

“低端”车企发力高端电动车 小康股份“迂回”新能源
本报记者 郭少丹 北京报道

大多在 10 万元以内， 但是最近却
在新能源汽车领域频出重拳发力
高端，令人侧目。

不仅言语上高调，小康股份也
拿出了行动。 围绕着进军新能源汽
车的目标， 展开了一系列布局，推

继发布了样品车，并集中在今 年
上半年进入量产阶段。 而小康股
份 则 要 等 到 2019 年 一 季 度 才 进

小康股份创始人张兴海不久
前公开表示，未来两三年，小康股
份将推出三款新能源汽车，价位分

出“三电系统”计划、成立新能源汽
车产业基金和新能源汽车销售子
公司等，涉资近百亿元。

入量产阶段。
晚来一步的小康股份如何与
时间赛跑，后发制人，又能否打

别在 25 万元、40 万元、60 万元左
右，
“
直接对标特斯拉”。

不过， 蔚来汽车、 小鹏汽车
等 造 车 新 势 力 已 经 在 2017 年 相

破市场印象，拿下高端汽车消 费
群体？

集中部署的，涉资近百亿元。

叉型乘用车和商用车等，产品价位
集中在 10 万元以内， 主要市场在
三四线城市以及城乡地区。

发、生产、销售和服务，是小康股份的
主营业务。 历经 30 年的发展，虽然迄
今已连续多年挺进中国微车前三强，
但是却未能阻挡毛利率持续下滑。

其中仅关于“三电”系统项目，
前期投资预算便超过 30 亿元。“三
电”系统指的是电池、电机、电控，
是电动汽车区别于传统汽车最核
心的技术。
公告信息显示， 小康股份拟在

从一系列产业项目来看，新能
源汽车和“三电”系统是小康股份
重点发力的板块。 与人们对其品牌
认知相悖的是，小康股份将新能源
汽车产业定位在高端市场。
在上述项目的定位中也可看
出一二，关键字频频出现“高端”，

如今， 新能源汽车受到追捧，
小康股份也不愿错失良机，斥巨资
参与其中。 这家公司在一年半之前
成功上市，首先是“有钱”，其次涉
足新能源业务也让其在资本市场
备受关注，有足够的故事可讲。

重庆市大学城科技产业园投资新建
高端电动汽车电驱动系统项目，该
项目拟征地约 600 亩， 前期分别投
资约 20.26 亿元和 10.66 亿元。 建成
投产后将实现年产 5.2GWh 高性能
汽车动力电池和年产 20 万套高端

致力于成为“国际化高端电动汽车
三电系统提供商”。 小康股份公开
表示，公司发展高端新能源汽车业
务，布局上需要完善并形成核心业
务三电系统产业链闭环，以保障公
司新能源电动车发展战略的快速

股份如愿打开新能源汽车市场的
必经之路。
建立新品牌、重新培育市场是
否会拉长公司新能源汽车战略战
线？ 小康股份董秘孟刚坦言，确实
是一件具有挑战、时间周期相对较

电动汽车电机系统、电控系统。

推进。 人们印象中小康股份一直游

长的事情。

恐怕就连重庆小康工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601127.SH，以下简
称“小康股份”）自己，也不会否认
是生产低端车的。 这家汽车零件商
起家、 长期主攻三四线城市市场、
在微车领域稳扎多年的车企，产品

发力高端
小康股份发力新能源汽车背
后，是传统业务的尴尬。
汽车整车及发动机、零部件的研

在 2017 年 12 月 27 日的股东
大会上，小康股份通过了包括“三
电”系统投建计划、成立新能源汽
车产业基金、成立新能源汽车销售
子公司等在内的近十项围绕新能

据了解， 这是小康股份继 2017
年 1 月获得年产 5 万辆纯电动乘用
车建设项目，6 月收购美国民用悍马
制造工厂，10 月收购美国电池系统

源汽车产业布局的项目。 《中国经
营报》记者粗略统计，这些项目是
小康股份于 2016 年 6 月上市以来

公司 InEvit,Inc， 引进特斯拉创始人
马丁·艾伯哈德团队加盟之后， 在新
能源汽车战略部署上的又一记重拳。

离在低端市场。 小康股份于 1986
年成立，产售电器簧和微车坐垫簧
起家，21 世纪初开始整车制造，最
早是摩托车制造，后又深耕“面包
车”多年，2016 年涉猎 SUV。 目前
主要产品为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
（SUV）、多功能乘用车（MPV）、交

在既定销量目标无法完成的
情况下， 奇瑞汽车开始再次“瘦
身”，重调自身产业结构。
尽管 2017 年总体销量尚未揭
晓， 但奇瑞汽车无法完成 90 万辆
销量目标却已注定成为事实。 在整
体销量不理想，子品牌发展不顺利
的情况下，奇瑞汽车开始再次“瘦

“徐留平改革刚过百日，高压改革很有可能产生负面效果，权衡不好，可能物极必反。 ”
2017 年 8 月 2 日，一纸调令，徐

本报记者 张洪杰 北京报道

业内人士认为，受政策红利追
捧的新能源汽车产业似乎成为其
走向高端市场的爬绳，但如何打破
市场印象，重建消费群体，是小康

孟刚称，其新能源汽车营销将
摒弃原来传统汽车 4S 店模式，推
行
“体验中心 + 中心地段的车辆展
示店”营销模式，注重现代互联网
营销方式。 根据新能源汽车的定
位，营销重点集中在一二线城市。
下转 C12

身”， 出售观致汽车和凯翼汽车的

控股权， 并打算通过 EXEED 高端
产品系列的推出进一步改变现有的
品牌形象。
对于奇瑞汽车的发 展 现 状 和
2018 年的发展规划， 奇瑞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安宁表示，就全年
来说， 奇瑞汽车整体做得不够好。
2018 年， 奇瑞汽车将进一步发现和
抓住属于自己的机会，更好地满足用
户和市场需求，用共赢的合作心态和
数字化运营手段提升品牌实力。

销量困局
搜狐产销数据库统计数据显

奇瑞汽车整体销量落后于长城、吉

示， 奇瑞汽车在 2017 年前 11 月的

利等自主品牌的主要原因。”在贾新

累计销量为 43.04 万辆。 虽然奇瑞

光看来， 国有资产的企业背景和独

汽车官方预计 2017 年 12 月会实现
35%的环比增长， 但已注定无法实

特的内部组织结构是影响奇瑞汽车
发展战略的重要因素， 正是由于上

现 2017 年年初定下的“保 90 争
100”的预期目标。

述因素， 奇瑞汽车在制定品牌发展
战略的过程中没能及时把握住市场

从官网车型来看， 奇瑞汽车当
前在售的共有 10 款车型，按照搜狐

机会，消耗掉了原有的竞争优势。
为了改变奇瑞汽车现有的销量

产销数据库的统计数据， 奇瑞汽车
旗下累计销量最高的车型为艾瑞泽
5，其在 2017 年前 11 个月的累计销
量为 9.56 万辆，尽管是奇瑞汽车旗
下累计销量最高的车型，但其 2017
年目前的平均月销量尚且不足 1 万

困局， 陈安宁除了继续夯实正向体
系的优势之外， 还对奇瑞汽车的顶
层架构进行了一系列优化。据了解，
陈安宁不仅明确了奇瑞汽车朝着智
能化、 互联网化思维发展的企业目
标， 同时还把奇瑞汽车所有的管理

辆。 就平均月销量而言，与长城哈佛
H6 和吉利博越等平均月销量超过
2 万辆的自主品牌热销车型相比，
奇瑞艾瑞泽 5 仍有较大差距。

者线条梳理成国际、国内、新能源、
智能、数字化营销等 6 大业务模块，
并引入了贾亚权、 赵焕等多位新企
业高管。 在陈安宁和多位高管的努

对此，汽车行业知名分析师贾
新光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车型多而量产规模小，
缺少有竞争力的明星车型是导致

力下， 奇瑞汽车车型销量在今年下
半年有所好转，官方统计数据显示，
奇瑞汽车在 2017 年 11 月的销售业
绩环比增长 27.8%。

“
瘦身”计划
在积极调整奇瑞品牌内部架
构的同时，奇瑞汽车也对旗下相关
子品牌的控股权进行了转让出售。
2017 年 12 月 21 日，奇瑞汽车

人士持有不同观点：观致汽车和凯翼
汽车的销量低迷和经营亏损对奇瑞
汽车形成了经营负担，奇瑞汽车在保
证两大乘用车子品牌能够继续存活

以 16.25 亿元的价格将其持有的观
致汽车 25%股权转让给了宝能集

的前提下将他们
“
甩开”，为的就是能
够在未来的乘用车市场竞争中与吉

团。 2018 年 1 月 2 日，奇瑞汽车又
公布了将凯翼汽车 51%股权转让给

利、长城等自主品牌一较高下。
事实上，上述两项股权出售已不

宜宾市汽车产业发展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和四川省宜宾普什集团有

是奇瑞汽车首次
“
瘦身”。 2009 年，奇
瑞汽车曾希望通过扩大规模抢地盘，

限公司的消息。
根据两次股权转让事宜的最新

并相继推出了瑞麟、威麟等多个乘用
车品牌。然而，随着品牌的增多，产品

动态， 观致汽车的法人代表已由陈
安宁变更为宝能集团高级副总裁陈

线复杂、 定位不清的弊端也开始显
现，导致产品在市场中销量低迷。 为

琳，凯翼汽车的公司全称也已由
“芜

了扭转当时的窘境，奇瑞汽车董事长

湖凯翼汽车有限公司” 的名称变更
为
“
宜宾凯翼汽车有限公司”。

尹同跃在 2013 年宣布开始“
回归一
个奇瑞”的战略转型，20 余款车型产

按照奇瑞汽车的官方说法，对
于观致汽车和凯翼汽车的项目动

品精简到 11~12 款车型，瑞麟、威麟
等品牌也因此被
“
雪藏”。

作可以理解为奇瑞汽车的“瘦身”
动作。“面对未来的市场和行业，没
有一家传统的车企自己可以搞定

贾新光认为， 消费者对于汽车
品牌的认知并不是提高知名度那么
简单，奇瑞汽车两次“瘦身”的背后

一切。 ”奇瑞汽车进行上述两项资

也体现了奇瑞汽车对于高端品牌的

产出售的原因是希望通过轻资产
运营实现合作共赢。
尽管奇瑞汽车对于上述两项资
产转让已有定论， 但仍有部分业内

理解偏差。“
尽管观致和凯翼都是比
较超前的探索， 但其探索的失败却
耽误了奇瑞汽车的改革时机。”贾新
光表示。

高端布局
尽管品牌扩张之路并不好走，

品牌形象、质量形象，包括生活方式

但汽车消费升级的大潮却不容忽
视。 为了适应汽车市场的消费升级
和及时的布局中高端市场，奇瑞汽
车也在 2017 年亮相了 EXEED 高
端产品系列。 按照奇瑞汽车的当前
规划，“EXEED 高端产品系列提供
的不单是产品，更是一种独特的体

传递到欧洲。
对此， 汽车行业知名评论员钟
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对于曾
经达到过自主品牌高峰的奇瑞汽车
而言，其在品牌知名度、产品制造能
力、 经销商网络布局等多方面都发
展得比较完善。 当下决定其冲击中

验模式。 ”
在战略方面，奇瑞汽车准备通
过 EXEED 布局国际市场， 改变和
打造品牌形象，利用奇瑞汽车独有
的智能技术在国际舞台上占有一

高端市场成功与否的主要因素是其
推出的产品能否准确抓住市场变化
节奏。“
当前的市场竞争速度太快，
如果奇瑞汽车不能在 2018 年推出
几款符合市场节奏的产品， 那么就

席之地，通过 EXEED Lifestyle 体验
模 式 推 出 EXEED 家 族 脸 谱 和
EXEED 展厅。
根据奇瑞汽车当前公布的运
营策略， 奇瑞汽车将通过 EXEED
高端产品系列为载体，进一步聚焦
品牌向上，进一步通过与互联网公

真的可能要麻烦了。 ”
或许正如陈安宁所言， 现在汽
车产业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除了
传统的竞争对手外， 越来越多未知
对手的加入给汽车产业带来了冲
击。在社会科技不断进步，汽车市场
消费快速升级的当下， 留给奇瑞汽

司的合作提升车型智能化水平。 在

车的时间已经不多。

逐步聚焦渠道突破的同时完善客
户满意度体系并加强数字化营销，

贾新光认为， 中国人对品牌的
理解非常慢，汽车也要讲“
出身”。能

加强体验营销体系的建设。 除实现
销售目标之外，奇瑞汽车还会后续
加紧人员培训、 网点渠道铺设、建
立品牌。 并希望借此把中国汽车的

否在推出具有高端品质的产品之后
进入高端品牌的圈子， 依然是奇瑞
汽车和其他自主品牌需要面临的重
要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