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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第五届中国进口博览会

正式举办，在汽车展馆内，约90%的

展车均是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

已成为当前行业发展焦点，包括比

亚迪、广汽埃安、赛力斯等新能源

车企均在10月斩获不俗业绩。

迈步第四季度，各大车企发力

冲击年度销量目标，比亚迪今年累

计销量已超 140 万台，完成今年销

量目标；广汽埃安今年累计销量也

已突破 20 万台，顺利完成年内销

量目标；广汽丰田今年累计销量已

超 84 万台，距离年销百万目标也

十分接近。

与此同时，市场也出现了新的

形势，合资车企在“金九银十”业绩

不尽如人意，实现年销目标仍有一

段距离。此外，“蔚来汽车、小鹏汽

车、理想汽车”三家造车新势力被

后来者追上，尤其小鹏汽车已进

行“专精特新”ABS 融资，增强资

本信心，但具体效果仍有待观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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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企发布10月销量 锚定四季度销量目标

广汽菲克申请破产重整：广州工厂已改造 清仓国产车型

“双11”前夕，广汽菲克驶入了

破产重整的道路。11月3日，天眼

查数据显示，广汽菲克已正式申请

破产重整，市场上广汽菲克国产待

售车型也进入降价求售的阶段。

记者走访广汽菲克珠海华德

4S 店发现，店内仅有一名销售，国

产现车3台，气氛冷清。目前正值

“双11”活动期间，店内仅存的3台

广汽菲克国产车型正在降价促销，

且均为 2020 年至今两年内生产。

其中，指导价 16.68 万元的指南者

直降3.5万元出售，仅限2台现货；

指导价 22.28 万元的自由光直降 6

万元出售，仅限1台现货。

销售人员告诉记者：“广汽菲

克已停产，店内存货卖完即止，以

后只卖进口的 Jeep 车型。”但销售

还向记者表示，店内仍将出售牧马

人、角斗士等车型，且均为进口车

型，售价在50.99万元~55.99万元，

落地价在60万元左右，价格不菲，

但仍受到部分越野车和大型 SUV

爱好者青睐。

回溯广汽菲克的发展历程，

2010年，广汽集团与意大利菲亚特

集团以50∶50的股权比例成立了广

汽菲亚特。2014年，菲亚特集团收

购克莱斯勒集团，成立菲亚特克莱

斯勒集团，克莱斯勒旗下Jeep（吉普）

品牌同样被纳入菲亚特克莱斯勒汽

车公司，彼时，Jeep品牌已在越野车

市场、大型SUV市场赢得良好口碑。

随后广汽集团、菲亚特集团、

克莱斯勒集团三方宣布扩大合资

公司的合作协议，广汽菲亚特在

2015年正式将Jeep品牌国产化，广

汽菲亚特也正式变更为如今的广

汽菲克。随后的 2016、2017 年，广

汽菲克年销量分别斩获 14.64 万

台、20.52 万台，站上销量巅峰时

刻，这其中Jeep品牌车型销量占比

超过 80%，功不可没。得益于此，

同时期，广汽菲克年收入分别约为

240.54亿元、315.01亿元，实现扭亏

为盈。

但高光时刻并没有维持多久，

广汽菲克的发展转折点已悄然而

至。2018年开始，广汽菲克销量出

现大幅下滑，2018年~2021年，广汽

菲克销量分别为 12.4 万台、7.3 万

台、4.05万台、2.01万台，同比分别

减少约37%、40%、45%、50%。广汽

集团2021年报指出，广汽菲克当年

产能利用率仅4.97%。

在汽车“新四化”浪潮袭来之

际，广汽菲克固守耗油量大的大型

SUV 燃油车型逐渐偏离主流市场

发展方向，广汽菲克再度陷入资金

困境。

降价求售的国产菲克

10月，比亚迪新能源乘用车销

量再创新高，达21.75万台（含出口

9529 台），同比增长 144.7%，其中

DM车型销量11.44万台，EV车型销

量10.32万台。截至10月31日，比

亚迪新能源累计销量已超290万台。

数据显示，中国新能源汽车产

销量连续7年世界第一。借助新能

源赛道，中国汽车产业正实现“换道

超车”。比亚迪已出口日本、荷兰、

泰国等多个国家。值得一提的是，

比亚迪近期已正式公布筹谋已久的

高端汽车品牌，并命名为仰望。

而比亚迪持股90%的另一高端

新能源品牌腾势首款量产车型D9已

于10月下旬正式下线并开启交付。

在日前开幕的2022年“互联网之光”

博览会上，维沃（vivo）移动通信有限

公司与腾势联手打造的新能源车，实

现“数字车钥匙”技术，同时，vivo还

将首发新一代手机汽车互联系统，展

示手机与车机跨平台系统接力技术。

此外，广汽集团方面，10 月汽

车产销双双突破20万台，其中新能

源车产销分别为 3.72 万台、3.36 万

台，同比增长166.5%、135.2%。今年

1~10月汽车累计产销分别为206.74

万台、203.75 万台，同比分别增长

26.4%、20.8%，其中新能源车累计产

销分别为24.28万台、23.85万台，同

比增长132.2%、125.5%。

同时，广汽集团频频布局产业

链，这背后是产业链对车企健康持

续发展起到的重要影响。在最近举

办的第12届中国汽车论坛上，长安

汽车董事长朱华荣也表示，“缺芯、

贵电”致长安汽车在今年损失60.6

万台汽车产能。同时也使汽车成本

上升。长安汽车电池成本暴涨导致

其单车成本增加5000元到3.5万元。

针对电池成本过高，朱华荣建

议国家开展反暴利行动，打击个别

企业原材料囤货炒作，拯救新能源

汽车健康可持续发展。同时加强政

策引导，优化上游原材料资源配置。

最新数据显示，长安汽车 10

月汽车总销量约 22 万辆，同比增

加11.13%，其中自主品牌新能源销

量 3.65 万台，同比增加 234.40%。

今年 1~10 月，长安汽车累计销量

约 191 万台，同比减少 1.5%，但自

主品牌新能源销量约 19.29 万台，

同比增加133.25%。

长安汽车总会计师张德勇在

今年长安汽车三季度业绩会上介

绍，长安汽车四季度的工作重点是

保交付，向生产新车82.5万台、销售

新车79.1万台的目标发起冲锋。

新能源车热度依旧

新能源汽车销量突飞猛进，造

车新势力出现新的局面，凭借传统

车企产业链优势或强大的软件供

应商优势，广汽埃安、问界汽车等

车企销量正稳步提升，就10月销

量而言，上述两家车企已超越蔚

来汽车、小鹏汽车、理想汽车。

广汽集团旗下自主新能源品

牌广汽埃安10月产销分别为3.27

万 台 、3 万 台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77.5%、149.2%；1~10月累计产销

分别为21.51万台、21.24万台，同

比分别增长 139.5%、134.4%。其

中，AION S 系列销量达 1.45 万

台、AION Y 销量达 1.26 万台。

为提升纯电车保值率，近期广汽

埃安还推出AION S PLUS车型2

年旧车8折换购AION新车。

此外，广汽埃安参股的合创

汽车10月底再获增资，注册资本

增至31亿元。同时，合创A06首

台量产车已于 11 月初在杭州正

式下线，合创 A06 即将进入上市

交付期。

而赛力斯方面，10 月新能源

汽车销量 1.56 万台，同比增长

213.44%；1~10月新能源汽车累计

销 量 10.68 万 台 ，同 比 增 长

247.73%。尤其问界汽车“后来者

居上”，10月，问界汽车交付量约

1.2万台，环比增长18.5%，今年问

界汽车累计交付量已突破5万台。

11 月初，华为开发者大会

2022 在东莞召开，让车成为数字

世界新入口的鸿蒙座舱成为焦

点，问界全系列车型宣布将于明

年第一季度升级 HarmonyOS 3。

与此同时，市场消息称，阿维塔11

也将于年内进入华为旗舰店。官

方数据显示，阿维塔首批用户锁

单已超5000台。

在广汽埃安、问界汽车等车

企业绩上涨的同时，小鹏汽车10

月交付量再次下降至5101台，环

比减少39.8%，同比减少49.7%，其

中小鹏 G9 已于 10 月开启交付

623台。

经历此前股价下跌、交付量

连续下降、创始人回购股份等情

况，小鹏汽车开始“自救”。近日，

小鹏汽车宣布成功发行“国君-申

港-小鹏融资租赁第 1 期绿色资

产支持专项计划（碳中和）（专精

特新）”，这是上海证券交易所首

单“专精特新”ABS 融资，也是小

鹏汽车首次亮相上海证券交易

所，标志着小鹏汽车建立起沪深

两大交易所的直接融资渠道。

造车新势力竞争加剧

“金九银十”合资车企销量出

现两极分化，尽管受到芯片供应

等因素影响，广汽集团旗下两大

日系合资车企业绩仍可圈可点。

广汽丰田 10 月产量 8.52 万

台，同比增长39.1%；1~10月累计

产 量 84.36 万 台 ，同 比 增 长

32.8%。在销量方面，广汽丰田10

月销量达 8.08 万台，同比增长

32.46%；1~10月累计销量84.56万

台，同比增长31.21%。根据规划，

广汽丰田今年将挑战年销百万，

按目前的销量情况，该目标有望

达成。

广汽本田则奋力追赶年度目

标，10月产量7.7万台，同比增长

3.95%；1~10 月累计产量 65.49 万

台，同比增长 8.22%。销量方面，

广汽本田稍显逊色，10 月销量

6.36万台，同比减少15.69%，1-10

月累计销量63.65万台，同比微增

1.98%。

在广汽集团 10 月畅销车型

中，仍以广汽丰田、广汽本田产品

居多。其中，雅阁系列凭借 2.15

万台销量稳居第一，凯美瑞系列

以 1.97 万台位居第二，雷凌系列

销量1.57万台，皓影系列销量1.42

万台，威兰达系列销量约1万台。

相较广汽丰田、广汽本田，广

汽集团另外两家合资车企业绩表

现却不尽如人意。广汽三菱 10

月产销分别仅为 1973 台、3711

台 ，同 比 分 别 减 少 74.42% 、

44.61%。1~10月累计产销分别为

3.13万台、3.05万台，同比分别减

少31.81%、40.49%。

10 月底，广汽三菱推出全新

欧蓝德，预售价区间为 17 万~23

万元。提供 7 种车身色彩和 2 种

内饰配色，同时采用了海外版第

四代欧蓝德的设计，动力部分搭

载 1.5T 四缸发动机、48V 轻混系

统。但按目前的销量情况，业绩

仍有待提升。

此外，广汽菲克则已于11月

初正式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截

至2022年9月30日，广汽菲克（未

经审计）总资产为 73.22 亿元、总

负债为81.13亿元，资产负债率达

110.80%，资不抵债，广汽集团最

终同意其申请破产。

另一日系合资车企东风日产

10 月终端销量约 8.61 万台，1~10

月累计终端销量约 79 万台。其

中，专注新能源的启辰10月终端

销量约1.04万台，同比增长3.9%；

1~10 月累计终端销量 8.29 万台，

同比增长36.1%。

从具体车型来看，轩逸组合

仍是东风日产的畅销产品，10月

终端销量 4.05 万台，环比增长

12.7%；1~10 月终端累计销量达

36.65万台。此外，天籁10月终端

销量 1.21 万台，1~10 月累计终端

销量 13.12 万台，同比增长 3%。

逍客10月销量达1.49万台，1~10

月累计销量13.23万台。

合资车企“两极分化”

本报记者 黄琳 赵毅

深圳报道

11月初，广汽菲亚特克

莱斯勒汽车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广汽菲克”）终止经营

活动有了新进展。继今年7

月广汽菲克两大股东广汽

集团、Stellantis 集团齐宣布

终止经营广汽菲克后，广汽

菲克已正式向湖南省长沙

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破产

重整。

《中国经营报》记者走

访广汽菲克位于广州的工

厂发现，原广汽菲克广州工

厂已升级改造为广汽埃安

第二智造中心，并已于10月

份正式投产下线 AION Y

Plus。除了工厂被取缔，广

汽菲克也开始清仓国产车

型，目前广汽菲克在广东省

内仅剩不到10家4S店。

记者走访广汽菲克珠

海华德店看到，包括新指南

者、自由光、角斗士等车型

仍在店内销售。正值“双

11”活动期间，广汽菲克3台

现货车型售价均有所降低，

例如自由光售价直降6万元

（仅限 1 台）、指南者售价直

降3.5万元（仅限2台），售完

即止。

此外，店内除部分广汽

菲克国内工厂生产现货车

型，其余均为 Jeep 进口车

型。根据此前规划，Stellan-

tis 集团将专注于在国内分

销Jeep品牌的进口汽车，尤

其是产品电气化阵容。在

“新四化”浪潮下，广汽菲克

破产重整将驶向何方，仍有

待观察。

面对销量腰斩、资金紧张等困

局，广汽菲克当然也尝试过“自

救”。2019 年，广汽菲克发布了大

指挥官PHEV车型，这也是Jeep品

牌针对中国市场和消费者打造的

首款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随后

Jeep品牌又推出了插电混动车型牧

马人4xe车型，在坚守越野性能的

基础上，百公里油耗仅2.4升、纯电

续航达55公里。

而在2021年成都车展上，广汽

菲克又发布了Jeep品牌大指挥官e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扩大电气化

产品阵容。彼时，广汽菲克新上任

的总裁 Ashwani Muppasani（穆安

泽）表示：“Jeep将会一直在中国市

场，而为了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

必须做出改变，以更快的速度先于

中国消费者趋势做出反应，以合适

的成本、时间和配置制造汽车。”

谈及“新四化”转型时，穆安泽

提出：“我们始终需要保留 Jeep 品

牌的核心和品牌的精髓，即越野属

性和越野性能。基于此，我们品牌

也必须承担起保护环境的责任，以

一个更负责任的形象去面对这个

市场。”

对于振兴广汽菲克，穆安泽表

示第一关注点是盈利，优化并保持

精益化成本结构。其次是推行

“One Jeep”计划。该计划旨在将

Jeep的进口车和国产车融为一体，

在国内以统一的形象面对消费者。

再次是加快产品焕新，贴合市场变

化的节奏，匹配国内消费者需求。

设想很丰满，但现实却更残

酷。产品刚步入转型，广汽菲克股

东方之一的菲亚特克莱斯勒集团

再度迎来变革。2021年，标致雪铁

龙集团与菲亚特克莱斯勒集团的

合并交易正式完成，双方合并成全

新集团“Stellantis”，Stellantis集团随

即成为广汽菲克另一大股东，直接

或间接持有广汽菲克50%股权。

在“新四化”浪潮之下，Stellan-

tis集团同样想追赶上大势，在2021

年成都车展上，穆安泽曾表示：

“Stellantis集团在此前的EV Day发

布的活动上宣布，Stellantis 集团未

来会全面地开展电气化战略，这个

全面的战略当中也包含了 Jeep 品

牌的电气化。”

为帮助广汽菲克转型，作为股

东方的Stellantis集团、广汽集团一齐

上阵。2021年8月，Stellantis集团、

广汽集团双方共向广汽菲克注资30

亿元，用于广汽菲克的产品焕新和

市场营销，在此之前，广汽菲克另获

得了来自股东方的10亿元注资。

此 外 ，在 2021 年 9 月 ，经 过

Stellantis集团与广汽集团双方股东

的讨论，广汽菲克将专注于在长沙

工厂生产，以提升产能利用率，降

低企业运维成本。

遗憾的是，尽管资金不断补足、

产品迭代更新，但广汽菲克已错失

最佳转型良机，消费市场开始追逐

紧凑型SUV、纯电车型，且对广汽菲

克的认知仍旧停滞不前，广汽菲克

无可避免地走向了破产重整。

挣扎中转型节能赛道

进入2022年，广汽菲克的破产

按下加速键。1月，Stellantis集团宣

布，计划将其与广汽集团合资公司

广汽菲克中的持股比例由 50%提

升至75%。根据股权比例，广汽集

团持有广汽菲克 50%股权，换言

之，Stellantis 集团欲收购广汽集团

持有的广汽菲克 25%股权。但对

此，广汽集团表示，其从Stellantis集

团官方网站获悉关于广汽菲克股

权调整事宜。

3月，Stellantis集团再次提及上

述事宜。随后的7月，广汽集团宣

布，因广汽菲克近几年持续亏损，

且今年2月以来一直无法恢复正常

生产经营，广汽集团和 Stellantis 集

团正在协商有序终止合资公司。

同月，Stellantis集团宣布，由于广汽

菲克多数股份的计划缺乏进展，

Stellantis集团将采用轻资产方式在

中国发展Jeep品牌，并与广汽集团

协商终止合资企业。

对于未来在国内市场的规划，

Stellantis 集团表示，将专注于在中

国分销 Jeep 品牌的进口汽车。此

外，Stellantis 集团将继续加强 Jeep

品牌在中国的产品供应，增强进口

汽车的电气化阵容。

10 月 31 日，广汽集团发布公

告表示，广汽菲克生产经营已陷入

全面停滞。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广汽菲克（未经审计）总资产为

73.22亿元、总负债为81.13亿元，资

产负债率达 110.80%，资不抵债，同

意其向法院申请破产。

这场广汽集团与 Stellantis 集

团之间的拉锯战，终以广汽菲克破

产重整宣告结束。对于广汽集团

而言，放弃广汽菲克似乎并不算一

件大事。10月，广汽菲克在广州市

番禺区的生产线正式被广汽集团

旗下自主新能源品牌广汽埃安完

全接管，摇身变为“埃安第二智造

工厂”，专注于生产 AION Y Plus

车型。

记者从广汽埃安内部人士处

了解到，部分广汽菲克员工已入职

广汽埃安，无法继续使用的广汽菲

克设备也有序得到处理。

近年来，广汽集团旗下各子公

司开始走向“简而精”的路线，专

注于销售市场热销的3~5款车型，

集中精力走新能源转型道路，包

括广汽丰田、广汽本田、广汽三菱

均已推出面向国内市场的纯电车

型，如广汽丰田的 bZ4X、广汽本

田的e：NP1 极澎1、广汽三菱的阿

图柯等。

在国内汽车迈步“新四化”时

代之际，合资车企在燃油时代的辉

煌已逝，广汽三菱今年累计销量也

仅约 3.05 万台，同比减少 40.49%，

如何恢复生机、不被淘汰，生产匹

配国内消费市场的产品是当前国

内合资车企需要正视的问题。

最终宣告申请破产重整

相较广汽丰田、广汽本田，广汽集团另外两家合资车企业绩表现却不尽如人意。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7年世界第一。借助新能源赛道，中国

汽车产业正实现“换道超车”。

经历此前股价下跌、交付量连续下降、创始人回购股份等情况，小鹏汽车开始“自救”。

问界汽车今年累计交付量已突破5万台。 本报资料室/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