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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1
上半年目标完成率偏低

江淮等自主品牌车企业绩预报亮“红灯”
本报实习记者 李静
记者 刘媛媛 上海报道

日前，随着车企纷纷发布 6 月
份产销快报，
“
期中考”结束的钟声
敲响，同时也为下半年的角逐拉开
了序幕。
“
成绩单”显示，国内众多自主
品牌车企中，仅奇瑞品牌、上汽大通
等少数车企完成了半数年度目标，比
亚迪、众泰汽车和观致汽车等车企完
成率未超 40%。 另外，吉利汽车控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吉利汽车”，
00175.HK）、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长城汽车”，601633.SH）
等目标完成率在 40%～50%之间。
值得注意的是， 今年上半年

表示，奇瑞汽车销量得以增长，是

客车企业销售承压

在品牌、 渠道和产品三个维度持
续发力的结果。 奇瑞汽车近两年

乘用车市场之外，东风商用车、江淮商用车、安凯客车等部分车企的商用车销量也出现小幅度下滑。

各大车企在新能源领域的竞争火

持续在走年轻化、时尚化、智能化

除了乘用车品牌交付的“成绩

22.68%。 其中，东风商用车、江淮商

型客车 1302 辆， 同比增长 8.41%；

药味十足。 不过，今年是新能源汽

品牌战略， 并且上半年将销售渠

车补贴退坡“断崖式” 下降的一
年，在此情况下，新能源汽车虽然
销量实现高增长， 但难掩利润同

道延伸到县级市场， 同时完成了
对产品矩阵的系统布局。
吉利汽车方面表示， 公司上半

单”备受关注，客车的销售情况同样
十分有
“看点”。

用车、安凯客车的轻型客车部分降
幅约为 50%。

销售中型客车 1059 辆， 同比下降
11.45%；销售轻型客车 885 辆，同比

记者梳理发现，厦门金龙汽车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600686.SH）、

具体来看， 上海申沃上半年累
计销量为 457 辆，同比降 8.78%；东

下降 50.86%。
此外， 安凯客车在其发布的 6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600066.SH）上半年销量分别增长

风商用车今年上半年客车销量为
2756 辆，同比降低 37.58%。 其中，轻

月及上半年产销快报中披露， 今年
上半年，安凯客车累计销量为 3246

了 18.35%和 13.52%。 但是，上海申
沃客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

型客车销量为 2061 辆， 同比减少
49.15%。

辆，累计同比下降 22.68%。 其中，中
型客车和轻型客车分别出现了

申沃”）、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

除了东风商用车呈现下滑走

司（以下简称“安凯客车”，000868.
SZ），以及东风商用车、江淮商用车
4 家客车销量在上半年分别同比下

势， 江淮汽车的商用车部分销量也
出现了下滑。 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
年， 江淮客车累计销量达 3246 辆，

对此，崔东树分析称：
“
主要还是
因为行业竞争压力大， 补贴下降较
大，面临着巨大分化。 ”他同时预测，

8.78% 、22.68% 、37.58% 和

同比下降约 22.68%。 其中，销售大

下半年的客车销量同样很难提升。

比下滑的压力。 多家车企业绩预

年已经完成了全年 158 万辆销量目

报显示， 上半年净利润或将出现
不同程度的下降甚至亏损。
针对上半年的表现， 奇瑞汽

标的 49%。 其中轿车与 SUV 产品为
吉利汽车市场份额的快速提升带来
了有力保障，公司品牌红利效应和品

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瑞
汽车”）人士向《中国经营报》记者

牌价值也不断增强，在研发、采购、制
造、营销等方面均形成了体系化。

多数自主品牌完成率未过半
乘用车市场整体销量微增的情况下，多数车企上半年销量完成率未过半，成绩不达标。

利润下滑库存压力难解

近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
布 了 2018 年 1 ～6 月 乘 用 车 市
场综合销量数据。 相关数据显

受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坡和销量下滑的双重影响，不少自主品牌的营业利润有所下滑。 中国汽车流
通协会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已连续 6 个月位于警戒线之上。

示，6 月国内乘用车市场同比、环
比均出现负增长的情况，同比增
长 -3.5%，环比增长 -6.6%；1～6
月乘用车总体销量呈现微增长
态势，较去年同期增长 4.0%。
除了上半年整体销量情况出
炉，各家车企也纷纷亮出“期中成
绩单”，但是上半年众车企交出的
成绩单似乎并不达标。

降

11.45%和 50.86%的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 新能源领域已

上半年，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预

采取推新品的方式来应对补贴退坡

经成了众车企的“必争之地”。 中国
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6

计为 2700 万～3300 万元， 同比下
滑 56.15%～46.4%； 安凯客车归属

的情况。同时，车企应该提升产品的
针对性， 提升像物流车和专用车这

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8.6
万辆和 8.4 万辆， 比上年同期分别
增长 31.7%和 42.9%，销量环比下降

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预亏 1.36
亿～1.5 亿元，去年同期亏损 2878.4
万元。

类产品。 ”
与此同时， 根据中国汽车流通
协会发布的 《中国汽车经销商库存

中通客车和安凯客车方面均表
示， 今年上半年业绩浮动的主要原
因是国家新能源客车补贴政策持续
退坡，国内客车行业持续下滑，同行
业竞争加剧， 导致产品价格和毛利

预警指数调查》，6 月份汽车经销商
库存预警指数为 59.2%， 环比上升
5.5%， 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警戒线
（50%）附近。 而实际上，今年以来库
存预警指数已连续 6 个月位于警戒

8.16%。 其在 2017 年年报中透露，
2018 年公司计划销售各类汽车及
底盘 60 万～67 万辆。 目前来看，

出现了下滑走势。 今年上半年，江
铃汽车销售了 14.74 万辆整车，同
比下降 4.16%， 其中， 驭胜品牌

17.5%。 今年前 6 个月，新能源汽车
产销分别完成 41.3 万辆和 41.2 万
辆， 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94.9%和
111.5%。
不过， 如今车企面临的一个很

仍有不小差距。
此外， 东风悦达起亚公布的
2018 年上半年销量数据显示，1～
6 月累计销售汽车 17.23 万辆，同
比增长 33%。 其中， 轿车阵营与

SUV 销量为 5292 辆， 同比下降
77.11% ； 福 特 品 牌 SUV 销 量 为
3205 辆，同比下降 40.21%；福特品
牌商用车销量为 2.11 万辆， 同比
下降 24.00%。 而江铃汽车 2018 年

重要的课题是， 新能源汽车补贴退
坡以及逐步退出之后， 车企利润还
能保证吗？数据显示，包括中通客车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通
客车”，000957.SZ）、安凯客车、长安

率大幅下降。
此外，江铃汽车除了销量下滑，
营收和净利润也呈现下滑走势。 据
江铃汽车发布的 2018 年半年度业
绩公告显示，2018 上半年公司营业

线之上。
其中，6 月份库存深度超过 2
个月的品牌有 13 个，分别为广汽菲
克、一汽轿车、东风标致、广汽三菱、
比亚迪汽车、捷豹路虎、上汽大众、

车”，600418.SH）发布 6 月产销快
报， 乘用车、 商用车合计销量为

SUV 家族累计销 量 占 比 分 别 为
58%和 42%。 虽然销量实现同比增
长，但较公司此前制定的 50 万辆
年度销量目标仍有较大的差距。
6 月长城汽车共计销售新车
6.22 万辆，同比下滑 3.54%。2018 年
上半年， 长城汽车共计销售 47.15
万辆，同比增长 2.34%，销售目标为
116 万辆，完成率为 40.65%。

计划实现销售整车 34 万辆，目标
完成率为 43.35%。
对此，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
席会秘书长崔东树在接受本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完成率未过
半的车企，主要原因是行业发展的
压力越来越大和企业分化日益严
重，像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长安汽车’，000625.

汽车、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一汽轿车”，000800.SZ）等在
内的上市车企的净利润都出现了不
同幅度的下滑， 汽车市场“
马太效
应”日益突出。
具体来看， 长安汽车业绩预报
显示，1～6 月预计实现净利润 15
亿～17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
67.54%～63.21%；一汽轿车 1～6 月

收 入 约 142.87 亿 元 ， 同 比 下 降
8.80%；利润总额约 3.46 亿元，同比
下降 43.71%； 利润为 3.20 亿元，同
比下降 42.31%。
而江铃汽车将业绩下降的原因
归结于： 因处于调整期的乘用车销
量下降及整体销售结构变化， 为应
对激烈市场竞争而加大的变动促销
投入， 以及在新产品和新技术研发

东风启辰、上汽荣威、北京现代、长
城汽车、长安福特、北汽绅宝。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人士认为：
“7 月仍处在消费淡季， 银根收紧，
经销商资金压力加大， 金融监管加
强，消贷门槛提高，影响购车的有效
需求。 同时，中小城市房价上涨，继
续对购车带来不利影响。 建议经销
商根据实际情况， 理性预估实际市

2.85 万 辆 ， 较 去 年 同 期 减 少
18.29%；今年 1～6 月累计销量为

除此之外， 江铃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 （以下简称“江铃汽车”，

SZ）、长城汽车、吉利汽车、东风悦
达起亚等完成率未过半的车企，在

预计实现净利润 0.6 亿～1 亿元，去
年同期则为 2.7 亿元。

上持续增长的支出。
对此， 崔东树表示：“
新能源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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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23 万 辆 ， 较 去 年 同 期 减 少

000550.SZ） 上半年在销量上同样

下半年也很难完成销量目标。 ”

中通客车业绩预报显示， 今年

贴退坡对公司的影响很大， 公司应

特约撰稿付魁对本文亦有贡献

据奇瑞汽车官方数据显示，
奇瑞汽车上半年销量为 20.77 万
辆， 同比增长 4.5% ， 完 成 率 为
59.34%。 但是，奇瑞集团整体销量
和目标相差甚远。 集团曾在 2017
年就定下了“确保 90 万辆，争取
100 万辆”的宏伟目标。 而上半年，
奇瑞集团销量 34.30 万辆，完成率
仅为 38.11%。
今年上半年， 吉利汽车总销
量达到了 76.66 万辆， 同比增长
44%，目前已完成全年 158 万辆销
量目标的 49%，但也未过半。
日前，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江淮汽

市场销量整体微增的背景下，多数自主品牌车企遭遇业绩增长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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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评估值 288.5 亿元

资产置换完毕 北汽新能源进入上市倒计时
本报记者 张家振 北京报道

借壳上市倒计时

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

据了解，早在 2014 年北汽集团

监会批文。根据交易方案，前锋股份

源 在 2015 年 、2016 年 和 2017 年

据北汽新能源相关负责人介

在具体措施方面， 北汽新能源

公司（以下简称“北汽新能源”）

就启动了谋划、 筹备北汽新能源的
独立上市路径。但直到 2016 年公司
才扭亏为盈，增加了 IPO 的时间成
本， 借壳上市也成为了北汽新能源
登陆资本市场的最快路径。
截至目前， 北汽集团直接或间
接控制了北汽新能源 41.19%股份，
为公司控股股东。 7 月 20 日，北汽
新能源负责人透露：
“公司将于今年
三季度挂牌上市，2020 年冲击世界
百强企业。 ”
6 月 2 日， 前锋股份发布公告
称， 公司与北汽新能源的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已于 6 月 1 日收到中国证

以截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拥有的
全部资产和负债作为置出资产，与
北汽集团截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
持有的北汽新能源中的等值部分进
行置换，前锋股份置出的全部资产、
负债、 业务由北汽集团指定四川新
泰克数字设备有限责任公司承接。
在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
秘书长崔东树看来， 前锋股份重组
方案能够迅速过会的主要原因之一
是北汽新能源销量的快速增长，实
际上体现了国家政策层面对新能源
汽车产业的大力支持。
《收购报告书》显示，北汽新能

1~10 月的营收分别为 34.71 亿元、
93.72 亿元和 73.77 亿元；同期净利
润 为 -1.84 亿 元 、1.08 亿 元 和
3924.40 万元。
不过， 北汽新能源业绩高度依
赖补贴维持的局面并未改观。 数据
显示， 同期公司计入当期损益的政
府 补 助 分 别 为 5796.28 万 元 、1.48
亿元和 2475.25 万元。
在业内人士看来， 新能源汽车
补贴政策退坡将对以中低端车型为
主的北汽新能源带来较大冲击，特
别是销量主力 EC 系列， 这也将倒
逼公司全面推进产品和技术升级。

绍，公司正全面适应国家补贴政策，
按补贴政策导向， 全面进行技术能
力的提升， 其中包括续航里程突破
500km、 能量密度突破 140Wh/kg
和能效提高至 98.5%。
“上市将为公司核心竞争力的
提升保驾护航。”北汽新能源表示，未
来上市后， 公司将继续加大研发产
品、研发技术、固定资产投资等方面
投入， 持续构建公司在产品研发、核
心零部件（电池、电机和电控）以及全
价值链核心业务的竞争能力，进一步
巩固和强化在国内新能源领域的领
先地位，打造公司持续核心竞争力。

称， 公司计划以整合研发、 产能布
局、市场营销及产业投资，形成科研
引领、上下联动、协同推进的多维发
展机制，促进各项目标完成。同时结
合公司现有的技术资源， 不断开发
各业务领域新产品， 丰富公司的产
品系列，延展产业链，提升产品竞争
力，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以形成新
的效益增长点。
“
作为中国纯电动汽车领航者，
公司将用最全的产品谱系， 完善的
服务及充电实力， 创新的商业模式
拓展，继续领航新能源汽车市场。 ”
北汽新能源表示。

作为国内首家年产销超过 10
万辆的纯电动车企， 北汽新能源已
连续 5 年斩获全国新能源汽车销量
冠军。
数据显示， 作为北汽集团新能
源汽车业务旗舰，2017 年北汽新能

做减法， 而是一种产业结构的转换
和迭代，停下来的资源、产能将投入
到新能源汽车的开发中去。”北汽集
团表示。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北汽新能
源销量仅为 53598 辆， 这也意味着

EC 系列目前在售车型有 EC180 和
EC200, 其中 EC180 官方指导价为
15.18 万元起，但其补贴后售价仅为
4.98 万元，补贴占比为 67%；EC200
官方指导价为 15.88 万元起， 但其
补贴后售价仅为 5.68 万元，补贴占

一定要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
为导向。 EC 系列是北汽新能源基
于对纯电动汽车市场的洞悉，主动
调整产品结构、主动转型应对市场
推出的全新的国民车系列。 ”北汽
新能源表示， 在补贴政策调整后，

出整车人工智能双子星 EU5+EX5
系列产品； 在运营车市场， 除推出
EU5 外， 换电技术路线也将面向全
国出租车市场销售。
而在商业模式创新方面， 北汽
新能源已于今年 7 月率先启动车电

源销量达 10.32 万辆， 位列全球新
能源汽车市场第一位，EC 系列车
型销量更是一举超越特斯拉， 成为
全球最畅销的纯电动乘用车。
基于对新能源汽车前景的持
续看好，北汽集团提出“引领 2025

下半年的销量要比上半年翻番。 不
过， 在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坡的背景
下， 北汽新能源要想实现这一销售
目标，无疑面临着更大的压力。
近日， 北京市财政局会同市科
委、市经济信息化委联合印发的《关

比为 64%。
这是否意味着受政策调整影
响， 上述车型的销售将会受到冲
击？ 北汽新能源 EC 系列利润空间
将被大幅压缩？ 对此疑问，北汽新
能源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其回应记

基于对市场的洞悉，EC 系列同样
将顺应新的市场要求，即将于今年
三季度迎来续航提升后的升级换
代车型——
—EC3。 届时，EC3 将与
SUV 产品 EX360 组成新的国民车
矩阵。

价值分离商业模式， 并在北京市场
正式启动销售； 同时突破传统金融
信贷模式和产权交易模式， 在全国
示范运营租售通产品。
“从历史数据来看，下半年是汽
车市场传统的销售旺季， 也是新能

战略”——
—2025 年在全国范围停产
停售自主品牌乘用车中的燃油车
型（不包含越野车），并为北汽新能
源定下了 2018 年销售 15 万辆的
目标。
“未来停产停售燃油车，并不是

于调整及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
财政补助政策的通知》规定，汽车生
产企业或销售机构申请中央和本市
财政补助总额， 最高不得超过车辆
销售价格的 60%。

者采访称，EC 系列的中央和本市
财政补助总额并未超过 60%，其亲
民价格除了有国家、地方的双重补
贴外，还有北汽的卫蓝基金再补贴

据北汽新能源介绍， 为应对新
能源汽车“后补贴时代”的来临，公
司将采取全新的策略，包括产品、技
术升级和商业模式创新等。 例如，在
产品升级方面，除在原有 EC 基础上

源汽车市场集中放量的市场节点。”
北汽新能源表示， 作为中国纯电动
汽车领航者， 公司在年内还将推出
新产品，新款车型 EU5 也正按照既

的上市进程已箭在弦上。有消息
称，北汽新能源计划于 8 月 8 日
完成借壳上市，目前公司正在为
此紧锣密鼓地筹备。
7 月 31 日， 北汽新能源计
划借壳上市的北京前锋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锋股
份”，600733.SH）发布公告称，截
至目前，公司已完成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之置出资产交付及
置入资产过户手续。这也意味着
北汽新能源距离成为
“
中国新能
源整车第一股”只差临门一脚。
据了解，北汽集团等 35 名
交易对方持有的北汽新 能 源
100%股权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已完成。 其中，置
入资产北汽新能源 100%股权评
估值为 288.5 亿元，已经全部过
户至前锋股份；前锋股份也已完
成对北汽集团所负的置出资产
交付义务，拟置出资产评估价值
为 1.87 亿元。
对于公司上市进程，北汽新
能源在发给《中国经营报》记者
的书面回复中并没给出具体的
时间表，仅表示“目前正在积极
筹备上市事宜，已进入倒计时阶
段”， 上市将为公司核心竞争力
的提升保驾护航， 未来上市后，
公司将继续加大研发产品、研发
技术、固定资产投资等方面的投
入，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公司在国
内新能源领域的领先地位。

直面“
后补贴时代”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北汽

4.8 万元。
“我们认为， 一个成功的企业，

推出里程升级产品 EC3 外，还将推

定的规划和节奏有序推进产销、交
付等相关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