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 / 石英婧 张洪杰 美编 / 谢楠 校对 / 彭玉凤 zhanghongjie@cbnet.com.cn

179387310@qq.com

2018.8.6

CHINA BUSINESS JOURNAL 中国经营报

C12

一汽年中考：表现欠佳 振兴之路任重道远
本报记者 王琳琳
张洪杰 北京报道

多重业绩下滑
受汽车市场环境和一汽集团自身发展策略的影响，一汽集团旗下自主品牌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利润下滑。
6 月末， 空窗两年多的一汽集

现依旧不亮眼， 下半年如果还是这

面。“
实际上今年上半年包括一汽轿

和国长子将迎来攻坚战。

团总经理终于迎来了继任者， 现任

番局面， 那一汽集团能否完成销量

车在内的很多自主品牌都出现了利

8 月 1 日， 中国第一汽车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
汽集团”） 旗下红旗品牌首批

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
委书记奚国华接过旗杆， 成为一汽

目标还是未知数。 ”
7 月中旬，一汽轿车发布上半年

润下滑的困境， 除了汽车市场环境
的变化之外， 发展策略也影响到它

集团总经理。 7 月 20 日，刚刚履新

业绩预告。 从销量上来看，一汽轿车

的发展。”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秘书

限 量 定 制 款 红 旗 L5 正 式 交

的奚国华在一汽集团年中工作会上
高调亮相， 并总结了接下来一汽集

今年 1～6 月累计销量为 10.1 万辆，
与去年同期对 10.7 万辆相比， 略有

团的重点工作， 完成集团年度销量
目标就是其中之一。

下滑。 从利润上来讲，上半年一汽轿
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长罗磊坦言，“从车型上来看， 一汽
集团迭代更新慢， 消费者对于其新
鲜感削弱，生命周期也处于低谷。 ”
作为一汽轿车的“子兄弟”，一

据了解， 今年一汽集团的整体
销量目标是整车销售量达到 360 万

为 0.6 亿元～1 亿元，较去年同期的
2.7 亿元相比，今年上半年的利润大

汽集团的另一家子公司一汽夏利上
半年也是在
“泥沼”中挣扎。 7 月 19

辆，同比增长 7.6%。 公开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 一汽集团整车累计销

幅度下滑，下滑超过 50%达到 63%。
实际上， 今年第一季度一汽轿

日，一汽夏利发布公告称，由于旗下
子公司一汽华利连续多年亏损，一

量为 171.3 万辆，同比增长 7.1%。 对
于一汽集团在今年上半年的销量表
现， 一位不愿具名的汽车行业分析
师坦言：
“一汽集团的成绩拉动主要

车公布的财报就已经显示，1～3 月
一汽轿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 0.52 亿元，较去年同期锐减
67.71%。 单单从数字就可以发现，一

汽夏利将以不低于 1 元的价格抛售
其 100％股权； 公告中相关条款显
示， 一汽夏利转让一汽华利 100％
股权， 受让方须保证归还华利汽车

还是依靠合资品牌， 自主品牌的表

汽轿车今年再次陷入利润下滑的局

应付的不低于 8 亿元欠款。

大刀阔斧的改革之下，共

付。 为庆祝红旗品牌诞生 60
周年，红旗品牌还将于近期推
出红旗 H5 60 周年纪念版车
型，据了解，该车已经于 6 月
30 日投产。
一汽集团庆祝红 旗 品 牌
60 周年之前， 旗下子公司一
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一汽轿车”，000800.SZ）
发布了 《2018 年半年度业绩
预 告》（以 下 简 称 《业 绩 预
告》），预告显示，归属于上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约 为 0.6
亿至 1 亿元， 利润同比下滑
超 63%。 对于业绩下滑，一汽
轿车相关负责人在接受 《中
国经营报》 记者采访时引用
《业绩预告》中业绩变动原因
说明：2018 年上半年，汽车市
场竞争持续加剧， 公司受原
材料价格波动和自主产品结
构调整等因素影响， 导致产
品毛利率和经营业绩较上年
同期有所减少。
除此之外，一汽集团的另
一家子公司天津一汽夏利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一汽夏利”，000927.SZ） 上半
年的发展也并非顺利。 在一汽
集团董事长徐留平执掌一汽
集团刚满一年的当下，一汽集
团将如何走出泥沼，一汽集团
未来之路该如何继续等问题
依旧被业内人士所关心。

一汽奔腾 X40

事实上， 不仅是一汽夏利子公

夏利发布的上半年业绩预告显示，

司表现不佳， 一汽夏利本身的成绩
就可用惨淡形容。公开数据显示，今
年 1～6 月， 一汽夏利累计销量为

该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预计亏损 6 亿～6.7 亿元。
除传统乘用车市场之外， 一汽

1.3 万辆，同比增长 12.73%。 在骏派
计划的加持下， 一汽夏利的销量呈
现增长态势， 但是一汽夏利始终没

集团在商用车市场和新能源汽车市
场的表现也有所欠佳。 一汽解放的
销量虽然亮眼，但所占比例甚微，而

有改变亏损的状态。 7 月 14 日一汽

新能源汽车领域则未有建树。

“徐留平”效应何时显？
相关数据显示，一汽集团 2017 年累计销量达到 330 万辆，但单车利润仅为 4 美元（约为人民币 27 元）。
会引进更多的合资车辆。 ”

币 27 元），这也是一汽自主品牌利润

重布局。 此外，在电动车市场上，携

此外， 一汽集团与长安汽车

人士更多是恨铁不成钢。 对于一汽
轿车上半年利润下滑，大部分业内
人士认为主要原因是一汽轿车的

而一汽夏利从 2017 年发布“骏
驰计划”至今，励志向“旧形象”告
别， 但目前骏派品牌产品的市场销

下滑的原因，也反映出一汽集团依靠
合资品牌
“
输血”的现状。
对此，曾有业内人士坦言，一汽

手新兴电动车品牌拜腾和新特、共
享出行平台滴滴出行、全面筹建“一
部四院”和“三国五地”全球研发体

（000625.SZ）、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
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计划在
多个领域展开全方位合作。 曹鹤分

产品匮乏，无力增长。 从自主品牌
层面来看， 一汽奔腾今年 1～6 月
累计销量为 4.66 万辆， 同比微增
0.67%； 主力 SUV 市场表现欠佳，

量还未达到预期水平。 在产品更新
以及布局上一汽夏利都未有大动
作， 此番剥离一汽华利获得资金支
持，未来也或将有更大的变化。在中

集团整体市场表现也是平平，徐留平
的改革效应还需时日。徐留平对一汽
集团改革成效的预期，明显过高。 除
了自主板块业绩受挫，针对各级组织

系。 不过这些
“徐留平效应”何时能
奏效也是一个问题。
“
徐留平相对激进的改革的确为
一汽集团这样的老牌国企带来了激情，

析道，“
三大汽车集团的抱团一方面
是应对汽车市场的变化， 也是一汽
集团改革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是未
来相互取长补短。 三大汽车集团的

而轿车市场更是因为产品老旧，表
现平平。 因此，上述分析师坦言，对

融创投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董
事长曹鹤看来，
“
一汽集团还会想其

架构和业务板块的调整，进度也并不
理想。 上任以来，徐留平用
“
手术”式

同时改革利弊共生，不能因为暂时的未
见效而全部否定。 ”曹鹤如是说道。

合作对于一汽集团的改革和发展利
好明显。 ”

于一汽奔腾而言， 亟须升级换代，
迭代更新。

他办法解决一汽夏利问题。 ”
近日外媒通过建立一整套模

的方式进行改革，但整体效果不佳。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 大刀阔斧

在年中工作会上，奚国华指出，
一汽集团今年的重点工作除了关注

自 2017 年 8 月在一汽集团掌
舵以来，徐留平对一汽集团的改革动

合资品牌一汽马自达表现相对
稳定， 是一汽轿车的销量和盈利主

型， 整理出 15 家年销量超过 100 万
辆的汽车厂家的单车利润。包括一汽

的改革让一汽人和业内人士看到了
一汽集团改革的决心， 也充满了信

集团销量年度目标达成之外， 还要
关注新能源销量年度目标达成、实

作和声势都很大，从
“
全体起立”的决
断，到集团机构的改革，如今改革的

力，但产品矩阵狭窄、品牌力不足始
终是一汽马自达最大的短板， 如今

红旗、一汽奔腾等自主品牌以及一汽
大众、一汽丰田、一汽马自达等合资

心。对于自主品牌重塑，以复兴红旗
品牌为先， 既反映了一汽集团重振

现国资委业绩考核保级。 此前徐留
平也公开表示，在“动刀”红旗品牌

成效正在逐渐显现。 或许，对于徐留
平来说，新的时代给予了他新的“机

新车的引入速度上也不及另一合资
方长安马自达。 罗磊分析，
“未来为

品牌在内，2017 年一汽集团累计销
量达到 330 万辆，但计算下来一汽集

自主品牌业务的决心， 又在一定程
度上体现了一汽集团的改革韧性。

之外，更明确了一汽在新能源、智能
网联产品以及整个集团信息化数字

遇”，尽管成效并没有达到预期，但他
是时候露出自己真正的本事了，一汽

了保证销量和利润， 一汽轿车可能

团的单车利润仅为 4 美元（约为人民

而其他自主品牌也在规划发展，着

化战略转型的方向。

集团的振兴之路任重而道远。

对于共和国长子的发展，业内

瓜子二手车售后超越传统零售 瓜子保卖服务重大升级
文 / 诸葛止于

所售保卖车辆将享有包括售后

服务、金融保险、售后保障及全

保障延长（原 1 年 2 万公里升级

车养护等专业服务。

公开资料显示，2018 年 3 月
份，瓜子二手车推出“2018 口碑

近日，国内访问用户量领先

为 2 年 4 万公里）、30 天无忧退

瓜子二手车副总裁王晓宇

计划”， 承诺未来三年将投入 6

的二手车平台瓜子二手车，从广

车、全车养护、代办过户、调表

表示，此次瓜子保卖服务重磅升

亿元，在加大保障消费者权益的

大二手车买家需求出发，对旗下

车赔付等在内的重磅级平台服

级中的 30 天无忧退车与超长售

同时， 持续优化提升用户体验。

新零售业务瓜子保卖的服务保

务保障。

后保障周期，充分体现了瓜子对

2018 年 5 月份，瓜子二手车在此

障进行重大升级， 在原有平台

新升级的服务保障内容中，

自身车源的信心； 连同全车养

前收费服务标准化、透明化的基

C2C 服务保障的基础上，全行业

高达 2 年 4 万公里的超长售后

护、代办过户、赔付保障在内的

础上，进一步把提供的服务内容

率先从过户交付、 全车养护、售

保障周期、30 天无忧退车、 全车

多重服务落地，均是从用户需求

升级为居间服务与保障服务两

后保障周期、 赔付保障、30 天无

养护等服务均是行业新创，达到

出发的“瓜子 2018 口碑计划”的

大类，同时在服务与合同签约过

忧退车等多个环节实现全方位

全行业更大的覆盖范围与保障

又一次重要落地，更是作为汽车

程中，对两大类服务具体内容进

提升，旨在为用户打造二手车消

力度。 对广大买家而言，线上可

行业新零售开创者的瓜子二手

行了清晰界定、 展示和重点告

费的一站式完美体验。 对比传统

在瓜子平台智能推荐下尽情挑

车，引领整个二手车行业服务重

知，并进一步加大了对买卖双方

汽车零售业，瓜子保卖服务能够

选心仪保卖车源；线下可通过瓜

塑的里程碑事件。 未来瓜子将继

权益的保护力度。早在 2017 年 3

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更好、更有

子保卖店与保卖场，一次在百辆

续以给消费者打造优质体验为

月份，瓜子二手车就曾率先推出

保障的超预期服务。

二手车成汽车消费新动能
瓜子保卖八大便利备受买家好评

热卖爆款保卖车源中尽情挑选。

核心目标，以创新驱动自身平台

二手车行业最严车辆保障体

瓜子二手车保卖服务保障

在选定符合条件的瓜子保卖车

服务与体验的持续升级，引领并

系——
—
“五查一保”机制，并设立

统计数据显示，2017 年汽车

升级首批上线城市，包括北京、

并签署购车合同后，还可一站式

带动整个二手车行业健康快速

2 亿元用户保障基金用于保障消

销量同比增速方面，二手车以约

百家城市新创的大型瓜子保卖

费者权益。

20%的增速完胜新车的 3%。 2018

店或保卖场，在专属购车顾问的

年这一趋势则更加明显，全国乘联

陪同下，一次在上百辆优质车源

会数据显示，6 月狭义乘用车销量

中进行挑选，并基于大数据 + 人

单月同比首次下跌；反观二手车，

工智能制定的一口价——
—“瓜子

单月同比增速则高达 15%~20%。

价”进行交易，省去传统购车过

二手车交易一跃成为拉动居民汽

程中比价砍价等冗余环节，节约

上海、广州、深圳等主流城市，

获得瓜子提供的全程代办过户

发展。

车源，还能够走进瓜子在全国上

车消费增长的主要力量，越来越

大量时间与精力。 在瓜子自有金

多消费者对二手车认可的背后，与

融服务的助力下，个人买家用户

以瓜子二手车为领军的二手车

能够提前消费更优质的二手车，

平台的产品技术与服务创新，以

有力推动消费升级。 在签署合同

及用户教育等均密切相关。

后， 个人买家能够获得代办过

据悉，瓜子二手车新零售保

户、全车养护等专业服务；后续

卖服务对买家的八大便利包括

还可享受瓜子提供的 30 天无忧

“海量真实个人车源”“
2 次深度

退与高达 2 年 4 万公里的超长售

检测保障车况”“保卖展厅专属

后保障。

顾问一次多看”“大数据 + 人工

瓜子二手车副总裁王晓宇

智能公允定价”“金融高效信审

曾表示，瓜子保卖服务是瓜子二

放款”“代办过户”“全车专业养

手车引领整个二手车行业服务

护”“全方位超长售后保障”等优

与价值重塑的重大创新。 未来瓜

质服务。

子将继续以为消费者打造优质

建立在瓜子二手车平台原

体验为核心目标，以创新驱动平

有 C2C 个人直卖模式之上的新

台服务与体验的持续升级，引领

零售服务——
—瓜子保卖，对个人

并带动整个二手车行业健康快

买家而言，除了线上的海量可选

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