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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2 车视界

商业模式迅速迭代，重回 4S 形态或成新风向？

新能源车企抢夺商圈流量核心：
三天可卖 6 辆车 砸巨资夺客流
本报记者 陈燕南 童海华 北京报道

进入北京朝阳大悦城的大门

新能源车企薪资高也让销售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服务客户上。
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崛起，以特

国造车新势力以及其他传统车企

斯拉为首的造车新势力们正在不断
地重新定义渠道形态和商业模式。

的新能源品牌仍在积极抢占商超
的店面，这也导致部分商超的店租

在一位今年 5 月入职上汽集团
新能源品牌的销售人员看来，开始

水涨船高。据媒体报道，小鹏汽车
位于北京三里屯近 500 平方米的旗

打听，
“ 这是新品牌吗？这辆车续

商场进行推销。”有销售人员告诉

及互联网巨头的身影。

航里程多少？价格又是多少？”
展台仅不到十平方米的小鹏

记者。
近几个月，
《中国经营报》记者

随着新成员的加入，
造车赛场
上竞争愈加激烈。近几个月，
造车

售卖新能源汽车之后和消费者的沟

舰体验中心，年租金在 1000 万元左

通似乎更加顺畅轻松。
“以前在经销

右。位于北京王府井、展厅面积
3000 平方米的蔚来中心，年租金更

内，一辆黑色车身的 R 标汽车正
闪烁着大灯，停放在了人来人往
的大厅中央，周围是一众高档品

汽车则站着四五名销售，对于驻

走访了北京各大商圈发现，
这样的

新势力之间的排名一直缠斗。今

店售卖燃油车的时候跟消费者需要

足观看的消费者，他们不放弃任

场地争夺战在繁华地段的核心商圈

年 7 月，一直盘踞在造车新势力第

何索要联系方式的机会。
“ 其实我

轮番上演，
造车新品牌正在悄然占

一的蔚来汽车被理想汽车、
小鹏汽

来回地协商沟通价格问题，因为即
使是同一款车，每一家经销商的价

是高达 7000 万~8000 万元。
记者通过走访发现，北京富力

牌，比如 UGG、lululemon 等，过路

们都是各大店面销售部派来轮流

据这些原本属于美妆、
珠宝、
衣服的

车反超，掉至造车新势力的第三

格都不一样，优惠幅度也一直在变

广场一层，
曾有北汽极狐、
比亚迪新

的人会好奇地瞅一眼便离去，但

驻岗的，因为所在的店面辐射能

专柜。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场争夺

位，而今年 8 月位于第二梯队的哪

化，消费者在四处询价之后可能需

能源、
吉利几何3家传统车企推出的

吒汽车则进入了三甲。

要重新沟通。由于价格不透明，这

新能源品牌同台叫阵，但是现在仅

不仅给销售人员带来额外的工作

剩下了比亚迪还在商场内，而北京

量，
也让消费者的体验非常不好。
”

朝阳大悦城的威马汽车也已悄然关

也不乏有爱好汽车的消费者前来

力有限，所以需要经常去到各大

战中也出现了越来越多传统车企以

造车新企抢夺核心位置：
“转移店铺之后三天卖出六辆”

而在另外一名销售人员看来，

门。特斯拉在北京朝阳大悦城内开

跟随着造车新势力的步伐，
商场争夺战中也出现越来越多传统车企以及互联网巨头的身影。
加入新能源车企之后，薪资结构则

业三年后也因房租、水电等成本较

2021 年 8 月底，位于海淀区万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燃油车更多的

高而选择了关闭。一位特斯拉中国

柳华联的蔚来汽车将自己的店面

利润是在配置上，所以每个月除了

内部人士透露，虽然朝阳大悦城体

移至商场内最大的店铺内。该店

硬性的卖车指标之外还需要卖配

验中心客流较大，
到店人数较多，
但

铺紧邻地铁口，
一出口便可看到蔚
来汽车显眼的 LOGO。新店铺的

置，不然就没有提成。而现在新能

该体验中心实际效益并未达到特斯

源车企工作，底薪也会更高些。因

拉预期，
并且租期已到期，
所以关闭。

门口外摆放着插着“新店开业”字
样的花束。透过大大的落地窗可

为消费者基本都是在线上统一购买
支付，
配置也较为统一，
不存在需要

“原本商超的场地主要是租给
餐饮、服装等竞争很激烈的行业，

以看到，
ES6、
ES8、
EC6 摆放在了偌

目前，互联网巨头也纷

额外地推销配置，所以现在所有的

租金并不高，大批汽车公司带着热

大的展厅内。根据销售人员介绍，
由于销售业绩良好，
蔚来汽车决定

纷加入到这场造车运

提成都来自汽车，也可以将精力都

钱进来，把商超的租金抬高了。”一

放在如何更好地服务客户上。
”

位业内人士表示。

动之中。华为的店内
也开始售卖“赛力斯”

租下商场内更大的店铺。事实上，

除了售卖汽车之外，越来越多

事实上，
随着品牌知名度的提升

的新能源品牌都在体验店中加入

和销量规模的扩大，
特斯拉开始调整

了更加人性化的元素，比如咖啡饮
料 区 、亲 子 游 乐 园 、瑜 伽 活 动 室

策略。有报道显示，
特斯拉计划变革
渠道模式，
减少一线城市商超数量，

等。一位北京爱琴海购物中心的

转而在传统汽车商圈建设更多4S店

而紧随蔚来汽车步伐之后，
理

汽车销售人员告诉记者，一到周
末，店内的客流量非常大，多数都

形态的网点，
回归到传统4S店
“前店
后厂”
的形式，
也就是前面是新车体

想汽车、
威马汽车也迅速入驻万柳

是家长带着孩子来体验店体验游

验店，
后面是售后业务厂房。

汽车。销售人员告诉

新店铺的销售额潜力巨大。
“ 仅仅
记者，目前汽车和手机

开业三天，就卖出了 6 辆汽车。但

的销售人员进行了区

是由于地理位置好，面积有 280 平

分，有专人负责汽车的
讲解和推销。

方米之大，租金不菲，一年大约得
陈燕南/摄影

500 万元。
”

华联内。不过与蔚来汽车不同，
理

同一时间，
北京合生汇的蔚来

堂进行展示，
地下车库更是聚集了

处的小鹏汽车表示：
“ 我们这款新

乐项目，而不少家长其实都是潜在

跟随着特斯拉的脚步，其他的

想汽车和威马汽车在商场的一楼

汽车也转移了阵地。蔚来汽车的

各类传统车企与新兴品牌的各式

车，
小鹏有的配置我们都有。
”

大厅中央仅摆放了临时展位。据
理想汽车的工作人员介绍，
目前主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小鹏汽车入驻

试驾车。至今为止，
该新能源汽车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互联网

家庭用车的客户。
数据显示，2020 年授权的经销

新势力车企也正在探索新模式，比
如小鹏汽车和经销商中升集团达

该商场没多久，
蔚来汽车就抢到了

购车节的广告牌仍未取下。

巨头也纷纷加入到这场造车运动

商渠道网络数量出现负增长，净减

成了合作意向。这意味着小鹏汽

要目的还是宣传品牌以及测试在

位于商场主街的一家店铺，
而合众

走至五层，极氪汽车占据了

之中。得益于自有的资金以及渠

少 1000 多家。但是国内新增渠道

车在直营模式之外，也开始探索经

该商场是否可以达到良好的效益，
至于停驻的时间和是否开店可能

汽车也在几个月之后迅速找到了

一处不到 20 平方米的展位，但销

道建设，今年 6 月，华为的店内不

网络 2181 家，主要来自于豪华品

销商模式。
“ 在商超开店是一个阶

一家离蔚来汽车不远处的店铺，
正

售人员则多达数十人。极氪汽车

仅卖手机，在接近大门处，开始摆

牌、日系合资品牌以及新能源品

段性的表现。当新的品牌具备了

得视具体的效益情况而定。

面与其进行交锋。

的销售人员告诉记者：
“ 商场内小

放“赛力斯”汽车。根据工作人员

小的展位难求，得益于庞大的客

出一个重要的信号——造车新势

域，流通主体多元化、流通业态和

轻化，橙色和绿色的两辆威马 W6

就在 6 月底，合生汇的五六层热闹

流量，不少顾客来体验新车，有时
候目前的人力还不足够应对。年

介绍，目前华为对汽车的售卖也
比较重视，汽车和手机的销售人

知名度之后或许未来还会回归到
4S 店的形式。因此，在汽车流通领

威马汽车的布置则更大也更为年

与此同时，
这场商场争夺战中
也出现了更多传统车企的身影。

牌。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秘书长
郎学红表示，渠道网络的变化传递

员也进行了区分，有专门的汽车

力为代表的直营和代理模式，渐渐

模式多样化是未来发展的方向，也

一左一右，
中间位置则堆满了礼物

非凡，宝马、奥迪、高合、欧拉、天

内可交付订单已经全部售罄。”在

销售负责对有兴趣的消费者进行

被整个行业和消费者接受。

将是现代汽车流通体系构建的主

来吸引消费者的注意。

际、
岚图等 23 家新能源汽车齐聚一

参观期间，销售人员还指着不远

新车讲解以及推销。

与理想汽车展台的简约不同，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

要核心。
”有业内人士表示。

“风口”上的充电桩：恶性低价竞争频现 行业
“混战”开启
本报记者 尹丽梅 童海华 北京报道

期性的矛盾之下，处于“风口”上

公开表示，计划召开充电设施行

年上半年广东省的广州市、东莞

实际达不到，价格听起来好像很

没有一方会是赢家，虽然看似用

的充电桩行业价格竞争却悄然

业运营平台企业沟通会。而在

市，以及湖北省、陕西省等地都

优惠，但同样的充电桩充电时间

户能够找到更低价格的充电渠道

来临。

今年 6 月，国网（山东）电动汽车

存在上述扰乱充电桩市场秩序

大大增加，加上需要付停车费，

带来一定的短期利益，但长期来

近期，深圳市电动车充电行

服务有限公司亦曾发檄文，指责

的现象。

最后核算下来价格并没有便宜

看将导致用户利益受损，演变成

业的相关企业反映，行业内低价

个别充电运营商引入野蛮资本

多少。”

寡头重新定价的局面。同时，由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在充

竞争现象普遍，呼吁相关部门和
行 业 协 会 等 制 定 标 准 ，规 范 管

大搞“1 分钱充电”
“0 服务费”等
低价促销和恶意竞争。事实上，

主向记者反映，价格优惠之下，
某些充电站存在猫腻：
“ 有的充

对于充电桩行业的恶性竞争
现象，多位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

于恶性竞争，可能使整个行业存
在未来投入不足、技术更新不足

电设施数量存在较大缺口的长

理。广东省充电设施协会对此

记者注意到，不只深圳、山东，今

电桩写的是某个数值的电压，但

充电桩行业“价格战”一旦开打，

等问题。

作为 国 家“ 新 基 建 ”重 点 投
入的七大新兴产业之一，充电桩
的建设运营对新能源汽车产业
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然而，

陷入恶性竞争

在采访过程中，有电动车车

充电桩盈利之困何解？

近期，
一封《深圳市电动汽车充

下来差不多一毛钱甚至一分钱一度

（300001.SZ）旗下品牌特来电、国家

近两年，随着国内新能源汽

级，
此后，
还将面对漫长的回本周

72.3%。而住建部城市交通基础

电行业联名投诉信》
（以下简称“《联

电。只不过需要排队充电，有优惠

电网旗下的 e 充电，以及众多中小

车销量快速增长，基础设施建设

期。
“ 曾经有一家企业看好一块

设施监测与治理实验室数据显

名投诉信》”
）再次将充电桩业内的
恶性竞争曝光。
《联名投诉信》显示，

活动的时候不一定能有位置，而且
有的充电桩功率小电流低，充电需

型运营商，盈利主要来自于充电桩
基础设施服务，售电过程中实现的

不完善已成为新能源汽车快速发
展的绊脚石。为此，国家已多次

地，
好不容易拿到了，
经过各种估
算，
发现回本周期太长，
还没等到

示，在全国 25 座大型城市中，22
座城市单个公用充电桩平均时间

一些网络平台从粗暴的低价引流跟

要等待的时间比较长。
”

“ 批 发 零 售 价 差 ”或 者“ 峰 谷 电 价

出台相关政策，积极促进充电桩

运营，
就把这块地转让了”。

利用率不足 10%。

进，充电市场价格战愈演愈烈，
“免

一位北汽新能源车主也告诉记

差”。另一类是没有桩的第三方平

等基础设施建设。

与此同时，充电桩行业存在

“制约充电桩盈利的关键是

费充电”
“免服务费充电”
“1 分钱充

者，他的手机里装有各种充电 APP，

台，主要靠聚合中小型运营商为其

事实上，在一系列政策的推

结构性问题和矛盾。在华为数字

其使用率问题。
”有充电桩业内人

电”的活动此起彼伏，
而最终受冲击
的是充电站运营商。

基本上他采取的充电方式是“哪里
便宜就去哪里充”。
“ 各个充电桩平

引流而赚取提成，这类企业包括快
电和星络充电等。

动下，国内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已
不断提速。中国充电基础设施促

能源智能充电领域总经理匡平看
来，目前充电基础设施存在三大

士向记者表示，
“很多充电桩的使

上述联名投诉引发行业巨大关

台和不同时间段，充电价格都不尽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低价一

进联盟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

短板，
包括快充不够快、慢充不够

用率甚至不足 5%，再加上后期的
维护成本、设备折旧，
以及持续的

注。实际上，这样的公开投诉并非

相同，
有一定的价差。一般情况下，

般会出现在聚合型平台上。记者比

至 2021 年 8 月，全国充电基础设

广、建设不够精，
需要各方携手匹

扩大规模对资金的需求，想要盈

第一次。今年 6 月，国网（山东）电

我在充电前都会在各平台上查询附

较各大充电 APP 发现，
一般而言，
聚

施累计数量为 210.5 万台，同比增

配电动汽车的发展需求。

利确实有难度。
”

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也曾发布声明
表示，
“ 今年以来，个别充电运营商

近充电桩情况，会选择相对优惠的
充电桩充电。
”

合类平台的价格更有优势。例如，
23:00-07:00 时间段，同一个充电站

加 52.3%。2021 年 1 月～8 月，充
电基础设施增量为 42.4 万台，公

不难看出，充电桩行业如今
存在的恶性低价竞争背后正是行

引入野蛮资本大搞 1 分钱充电、0 服
务费等低价促销和恶意竞争，严重

也有电动车车主向记者反映：
“有的充电桩写的是某个数值的电

在快电和星络充电这类聚合平台的
充电价格比自有平台便宜。有第三

共充电基础设施增量同比上涨
322.3%。

业前景广阔而盈利模式尚不清晰
所致。

扰乱山东区域正常充电市场秩序。
”

压，
但实际达不到，
价格听起来好像

方充电平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

不过，
需要面对的是，
当前国

国网（山东）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很优惠，但同样的充电桩充电时间

其中的优惠折扣都由平台补贴。

呼吁车主要意识到：
“天下没有免费

大大增加，
加上需要付停车费，
最后

的午餐”，
坚决抵制不良资本恶意竞

核算下来价格并没有便宜多少。
”

争行为，
切忌选择无桩平台、无资质

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接近 600

充电桩行业虽站在“风口”

有业内人士指出，提升单桩
利用率是提高充电桩盈利能力
的关键性因素。目前运营商之
间 相 互 独 立 ，仍 未 形 成 有 效 连
接。尤其是很多中小充电桩运

万辆，车桩比仍为 3:1，与此前《电

上，
但包括部分头部企业在内，
目
前大量充电桩运营商均未摆脱亏

营商面临着显著“矛盾”：建设太

记者注意到，这些第三方充电
平台不仅具备流量优势，还背靠雄

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指南

损。例如，行业龙头特来电虽然

则力不从心，资金、管理、运营等

慢，没有规模难挣钱；建设太快，

记者了解到，
电动车在充电站的

厚资本。譬如，第三方充电平台星

(2015—2020)》设 置 的 2020 年 车

占据国内充电桩市场 40%左右的

都跟不上。

平台进行充值充电。
记者了解到，
除了深圳和山东，

充电费一般由三部分组成，包括电

络充电便隶属于恒大集团，而快电

桩比目标 1:1 存在巨大差距。数

份额，但也面临着盈利问题。公

费、
服务费以及停车费。记者在调查

隶属的能链集团近期刚刚完成 E 轮

据显示，未来十年我国充电桩建

告显示，特来电 2020 年营业收入

在特来电董事长于德翔看
来，
“充电业务不是单纯做充电桩

今年以来，广东省的广州、东莞，以

中发现，
同一时间段，
同样一个充电

20 亿元战略融资，今年以来累计融

设仍存约 6300 万台的缺口。

及湖北省、陕西省等地也出现了充

站在不同充电 APP 上的充电价格有

资超 40 亿元。

电桩恶性竞争现象。不难看出，当

明显差别，
并且这一现象较为普遍。

前充电桩行业已经在上演攻城略地

以成都市龙泉驿区一家思极能充电
站为例，
在0：
00至07:00时间段，
其在

成都出租车司机王先生开的是
一辆纯电动汽车，
他告诉记者，
最近

星络充电 APP 上的充电价格为 0.54

活动快速抢占市场。这一行为引起

元/度；而在同一时间段，其在快电

监管部门的行政监管。今年 6 月，

他在手机里下了好几个充电桩平台

APP上的充电价格为0.39元/度。

陕西省电力行业协会充电设施分会

的 APP，来获取各大平台的优惠活
动。
“ 近段时间，不时有充电桩平台

据悉，目前充电桩行业玩家大
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自建充电桩与

搞优惠活动，在夜间时间有时候算

场站的运营商，代表企业有特锐德

的价格战戏码。

为 15.2 亿 元 人 民 币 ，同 比 下 降

那么简单，而应该是做成网。里

然 而 ，对 于 充 电 桩 市 场 而

8.43%，净利润为亏损 7770 万元

边包括电、能源、大数据等相关

然而，
今年以来，
上述平台陆续

言，一方面是巨大的空间，另一

人民币，上年同期为亏损 1.11 亿

专业，它是一个面向新型产业的

推出“服务费 1 折起”
“全部桩、全时
段、零服务费”
“1 分钱充电”等补贴

方面是面临盈利模式仍不清晰
的困境。

元人民币。

新技术，是跨专业、跨行业、跨企

虽然市场缺口较大，但受分

业、跨门类的综合性学科，一个

“土地、电力、充电桩是入场

布不均等因素影响，充电桩市场

三座大山，这些一次性成本并不

仍然面临整体利用率依然较低困

单独的公司很难独立完成，需要
一个大的体系来支撑。没有时

低。
”上海咔酷咔新能源科技有限

境。据中国充电联盟数据，
广东、

间和技术的积累，整个产业链的

召集星络充电、快电等互联网平台
企业召开座谈会，整治陕西充电市

公司 CEO 刘波告诉记者，以一个
有十几根充电桩的充电站为例，

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山东、湖
北、安徽、河南、河北 TOP10 地区

闭环跑不到 100%都很难成为头
部，未来充电行业的集中度会越

场价格战乱象。

前期的一次性投入成本是百万

建设的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占比达

来越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