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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聪慧：从最难的做起、从高端做起 未来不排除走向资本市场

“市场会给我们一个公平的估值”

“智能电动是靠体系力支撑发展”

“智能电动是靠体系力来支

撑 发 展 ，而 非 单 靠 某 一 个 方

面 。 无 论 是 产 品 本 身 的 竞 争

力，还是整个供应链端的完善，

以及汽车基础设施的配套、充电

补能设施的完善等，都是挑战。

另外在整个商业模式上，现在智

能电动车都直面消费端，这对主

机厂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

战，这些都要依靠体系力。”安聪

慧表示。

“为什么大家看到电动车很

‘卷’，我讲的‘卷’是一个褒义词，

不是贬义词，因为‘卷’一定会带

动整个行业的发展，一定会给用

户带来更多的、更实惠的、更好的

体验和需求。”安聪慧表示，企业

积累的造车经验和造车基础也很

重要。“极氪是集合了吉利造车近

30 年积累的经验，是站在整个大

吉利的基础上，才有了今天的极

氪001和极氪009。”

记者注意到，自品牌发布以

来，“极氪速度”持续引领高端智

能纯电品牌“第三赛道”。极氪

001从开启交付到交付量破万辆，

用时110天；从交付破万辆到突破

2万辆，用时107天；到交付突破第

三个万辆，仅用时64天；再到交付

第四个万辆，用时仅仅45天。

此外，极氪始终坚持与用户

共创，打造丰富的用户服务体系，

把用户需求放在首位。9月30日，

极氪的第 200 家门店——厦门极

氪中心正式开业。从第1家门店

杭州南山路极氪中心到第 100 家

门店成都银泰城极氪空间开业，

极氪只用了256天，再到第200家

门店厦门海上世界极氪中心正式

落成，仅用时135天。

对于极氪过去一年的变化，

安聪慧直言：“极氪大胆直接面对

消费端，是一个巨大的变化。现

在随着智能电动时代的到来，无

论是大数据、人工智能、5G，还是

高算力芯片、算法和软件等，这些

都可以承载和支持我们汽车主机

厂去直面消费端。现在主机厂与

用户之间已经直接建立了关系。

直面消费端也让效率更高了，能

够推动极氪打造用户型企业。”

“真正的用户型企业非常明

显，就是在目标和整个方向正确

的前提下，满足用户的需求。极

氪一直在摸着石头过河，不断地

自我改变，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实

践。到今天为止，我也不认为极

氪用户型的企业就做成了。我们

还在实践，还在探索。极氪不是

完美的，但是我们一定要在这个

完美的道路上不断地追求实践。”

安聪慧说道。

谈及当下多方势力入局造车

行业，安聪慧认为：“现在的竞争

才刚刚开始，总的来说智能电动

时代的汽车品牌一定比传统汽车

时代的品牌少，这是我的判断。

至于最终谁成功，现在很难说，还

看不到未来。大家也知道在大环

境变化下，未来的不确定性因素

也存在。”

“智能电动今天的局面在十

年前也经历过。2010 年前后，很

多不同行业的企业进入了汽车行

业，空调的、手机的、家电的、酿酒

的企业，都进入了汽车行业。但

是最终到现在，没有几家能够活

下来。我相信智能电动的时代也

一样。”安聪慧表示。

安聪慧解释道：“因为最终整

个市场不需要这么多的品牌，那

就看谁能够胜出。这个行业最终

胜出的品牌，一定是有国际化实

力的品牌，它们必须在全球范围

内受人尊敬。这个数量一定会更

少。竞争现在还不算最激烈，大

家‘卷’来‘卷’去，但是也可能很

快会见到一定的结果。”

本报记者 夏治斌 石英婧 上海报道

“港交所的发布是为了合规

性。吉利是一个在香港上市的公

司，它有公布的责任和义务。至于说

未来上不上、有没有计划，现在还不

是重点，当然未来也不排除这种可能

性。”近日，对于极氪拟被分拆独立赴

港上市事宜，极氪CEO安聪慧向《中

国经营报》等媒体记者说道。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

10 月 31 日 ，吉利汽车发布公告

称，已向香港联交所提交一份议

案，内容有关分拆其非全资附属

公司极氪并将其独立上市。公告

显示，联交所已确认上市公司可

以进行分拆，但建议分拆的条款

（包括上市地点、发售规模、价格

范围及公司股东可获得极氪证券

的保证配额）尚未确定。

极氪 CFO 袁 告诉记者：“我

们母公司在10月31日公布了取得

PN15的公告。这个公告意味着极

氪智能科技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实

体可以向我们想去上市的相关机构

提交上市的申请。但我们现在更关

注的是怎样把极氪的业务做好，上

个月（10月）我们达到了月交1万辆

的好成绩，我们要在今年剩下来的

两个月中完成全年目标。”

“我们相信在比较好的业绩支

撑下，资本市场会更关注业务表

现、财务表现，关注产品研发和市

场定位的能力。我们也相信有了

这些，（公司）就会有更好的估值。

但对管理层来说，这是我们第二步

要考虑的事。”袁 补充道。

除了资本市场传出的利好消

息外，极氪的第二款量产车如期

而来。11 月 1 日，极氪发布了极

氪 009，该车型定位全球首款原生

纯电豪华 MPV，售价区间 49.9 万

元～58.8 万元。据悉，该车型是

宁德时代麒麟电池的全球量产首

发车型。

作为吉利孵化的独立品牌，极

氪智能科技自诞生之日起便备受

外界的关注。“极氪从成立开始，我

们就想好要去把握智能电动的机

遇。智能电动时代发生了变化，在

变化的过程中我们抓住了机遇。

智能电动时代在用户、消费、技术、

研发、供应链层面都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极氪抓住这一次变化的机

会，要从最难的做起、从高端做

起。”安聪慧说道。

何为最难？安聪慧以极氪首

款车 001 举例道：“为什么说 001

难呢？当时我问，为什么不能有

一款车把 SUV 和轿车的优点集合

在一起呢？这是一个很大的挑

战，要有空间、要有速度、要有操

控、要有舒适豪华，底盘的通过性

要好，还要在不同的场景都能得

到好的使用体验。（001）就是从最

难的做起。”

记者了解到，刚刚过去的 10

月，极氪 001 月交付量已破万辆。

安聪慧直言：“有些人说极氪001是

小众车，我个人认为没有小众，只

有用户的喜欢和认可。极氪001在

10月交付破万辆，证明了我们对产

品的规划能力，以及对市场和用户

需求的判断能力。”

“ 第 二 款 车 也 是 造 最 难 的

MPV。”安聪慧向记者表示，“我们

开发 009 不只是简单针对 MPV 市

场，它实际可以针对六座豪华大空

间的市场需求。因为 009 有 MPV

的空间，还能把 SUV 的越野力、跑

车的操控性集合在一起。”

对于公司后续的产品推新节

奏，安聪慧表示，到明年年中和下

半年将会有两款车型投放市场，一

款 SUV、一款轿车，2024 年预计也

有两款新车。“作为极氪来说，新品

上市速度比较快，关键是源于企业

的核心竞争力——我们有非常优

秀的浩瀚架构。在这个架构基础

上，我们能够针对不同细分市场快

速开发好产品。”

不过，当下新能源汽车行业

仍被“卖一辆亏一辆”的难题困

扰。安聪慧表示，智能电动车卖

一辆亏一辆是事实。“但特斯拉赚

钱了，也就是说智能电动汽车这

条路是可以走出去的。吉利在

1996 年、1997 年、2001 年也遇到过

这样的情况。一开始就是不赚

钱，但是随着销量的增长以及品

牌化、规模化的形成，企业就能够

逐步盈利。”

极氪如何能够尽快地盈利？

安聪慧表示，对极氪来说，平台

化造车是其优势。“我们从吉利

造车开始，从吉利、领克到极氪，

有近 30 年的研发投入及合作基

础，掌握了架构造车的能力。这

个架构造车能让我们在更小规模

或者说同等规模的情况下，成本

更有优势。”

安聪慧还表示：“极氪基于浩

瀚架构，掌握了平台化造车的能

力。所以我们对架构的理解以及

技术储备，应该说还是走在其他企

业的前列。我们相信通过浩瀚架

构，当产品的规模化效应得到体现

时，就一定会盈利。”

“目前估值不是极氪最重要的

事。作为管理层来说，眼下更重要

的是把产品开发好、销量做好、企

业经营好，以此来赢得用户口碑。

我也相信极氪未来不排除要走向

资本市场。我相信如果极氪能做

到我刚才说的那些，市场会给我们

一个公平的估值。”安聪慧说道。

除了资本市场传出利好消息外，极氪的第二款量产车如期而来，图为安聪慧宣布极氪009

上市。 视觉中国/图

自品牌发布以来，“极氪速度”持续引领高端智能纯电品牌“第三赛道”。

作为吉利孵化的独立品牌，极氪智能科技自诞生之日起便备受外界的关注。

三季度营收同比增长17.11% 江淮汽车国内国际跑出“加速度”

江淮汽车技术中心——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

“守得云开见月明”。随着各

项促消费、稳增长的举措落地实

施，汽车市场活力不断激发，上半

年曾面临诸多挑战的汽车产业正

走出低谷，三季度表现可谓亮眼。

日前，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600418.SH，以下简称

“江淮汽车”）发布 2022 年第三季

度财报。数据显示，三季度江淮汽

车实现营业收入 97.71 亿元，同比

增长17.11%。

此外，前三季度江淮汽车营业

收入为275.44亿元，经营活动产生

现金流量净额 19.93 亿元，同比增

长 285.52%，企业总资产 484.77 亿

元，同比增长4.54%。

自5月以来，江淮汽车销量持

续环比正增长，多月销量同比正增

长。随着销量的持续增长，公司业

绩也在持续改善，三季度实现了营

收正增长，前三季度营业收入降幅

也有所收窄。

江淮汽车方面表示，接下来，公

司将下大力度抓好技术和产品创

新、营销和品牌创新，主动服务区域

协调发展，加大合资合作力度，全力

推进2022年年度销量目标的达成以

及“十四五”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

抢占新能源赛道先机

新能源汽车始终保持着高增

长的态势。工信部门数据显示，

2022年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

分别完成75.5万辆和70.8万辆，市

场占有率达到 27.1%。截至 2021

年，中国已连续7年成为全球最大

的新能源汽车产销市场。

2022年9月，江淮汽车销量为

4.77 万辆，同比增长 13.82%，环比

增长 5.80%；1~9 月累计销量 37.17

万辆；其中，纯电动乘用车销量

2.09 万辆，同比增长 45.03%，占 9

月份总销量的43.81%；1~9月累计

销量13.7万辆，同比增长52.11%，

纯电动乘用车占比不断增加。自

5月份以来，江淮汽车连续实现销

量环比正增长、多月同比正增长的

优异表现。

作为国内新能源汽车的早期

开拓者之一，江淮汽车在新能源领

域有着诸多备受市场青睐的产

品。今年9月，搭载“零热扩散”蜂

窝电池的思皓爱跑S，亮相世界制

造业大会并开启预售；7 月，思皓

品牌旗下纯电动紧凑型轿车——

思皓爱跑正式上市。

产品持续推新的同时，江淮汽

车还在不断加大研发投入。近年

来，江淮汽车坚持“节能、环保、安

全、智能、网联、舒适”的关键技术

研发路线，每年将销售收入的 4%

至5%作为研发投入。

以乘用车领域为例，江淮汽车

经过九代技术、四代产品积累，打

造纯电动专属平台，突破了蜂窝电

池技术、长寿命磷酸铁锂电池系统

技术、整车域控制技术、高集成平

台化电驱动技术、经济高效的热泵

空调技术和先进整车集成流程及

标准等六项关键核心技术。

江淮汽车蜂窝电池技术，是

国内率先研发的产业化级电池系

统零热失控安全技术，已有超 15

万辆新能源车搭载蜂窝电池、装

载电芯达1.7亿颗、累计行驶里程

突破 80 亿公里，做到了 0 整车起

火，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0热失控

安全。

此外，乘用车领域，江淮汽车

和造车新势力蔚来汽车的合作频

频被外界称赞。双方联手打造的

拥有国内自主品牌高端全铝车身

生产线的智造工厂——江淮蔚来

先进制造基地，目前已经累计交付

超22万台，实现产值超700亿元。

方正证券研报指出，“江淮汽

车代工蔚来，成立江来制造，打造

全新‘江来制造’商业模式，构建

‘先进制造+工业互联网’新生态，

为公司转型新能源领域提供有力

保障。”

不仅如此，江淮汽车与大众汽

车的合资项目，预量产车将于

2022 年下线，2023 年下半年实现

量产投产。未来五年内，双方合资

公司将为安徽直接贡献产值 500

亿元，带动产业链预计250亿元。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销量的

不断增长以及大众安徽的首款产

品量产，江淮汽车业绩将产生新

增量，其全年业绩有望迎来较大

改善。

强化智能网联创新赋能

2022 年以来，江淮汽车坚持

“聚力发展智能汽车与智能新能源

汽车”战略，持续加大研发投入，

构建智能新能源先发优势和产业

底蕴。数据显示，前三季度江淮

汽车研发费用达 10.57 亿元，同比

增长12.96%。高强度的研发费用

投入，为江淮汽车的创新表现持

续赋能。

在智能网联方面，江淮汽车成

果颇丰。以智能驾驶为例，江淮汽

车获授合肥市首批智能网联汽车

道路测试牌照。ADAS 辅助驾驶

系统实现从“0”到“1”的技术突破，

全面迈入 L2 级智能驾驶时代，L3

级智能驾驶完成功能开发，L4 级

智能驾驶样车常态化示范运营。

自 2020 年起，新上市乘用车

车型全面实现 L2 级 ADAS 功能，

车联网3.0实现全系车型搭载。乘

用车重点围绕以体验为中心构建

生态圈，整合华为、腾讯优秀生态

资源，主要提供包括娱乐、安防、出

行等九大用车服务，商用车更可以

为用户提供车队管理、能耗、规划、

监控等七大服务。

2020 年 9 月，安徽智能辅助

驾驶汽车 5G 示范线开通，江淮

iEVS4、江淮轻卡、安凯客车代表江

淮汽车参与发车仪式，提供智能辅

助驾驶试乘体验。

经过多年的创新研发，江淮

汽车智能辅助驾驶已成果初显。

2021 年上海国际车展期间，全新

智能汽车模块化架构——MIS 皓

学架构正式发布，具有卓越性能、

智能科技、柔性迭代三大基因。

MIS皓学架构下首款SUV，思

皓 QX 联合科大讯飞、地平线、华

为、腾讯等多个行业一流合作伙

伴，在智能和网联技术方面领

先。思皓 QX 在国家智能网联汽

车（上海）试点示范区进行的全天

候 APA 测试，更是受到相关媒体

的高度关注。

为了满足用户对汽车的安全、

稳定，更加贴近实际路况的要求，

2021 年广州国际车展期间，依托

MIS皓学智能汽车架构平台，江淮

汽车为用户开发了 HOL Pilot 的

三个功能版本，即L2级辅助驾驶，

L2+高速领航辅助驾驶，L2+Pro城

市道路领航辅助驾驶。

江淮汽车方面表示，围绕“做

大做强商用车，聚力发展智能汽车

与智能新能源汽车”战略，公司多

点发力，深耕新能源、智能网联等

行业核心领域，在多项关键核心技

术上取得较大突破，全方位构筑企

业竞争优势。

在业内人士看来，站在“新四

化”（智能化、网联化、电动化、共享

化）的时代浪潮之上，汽车行业“单

兵作战”的时代早已经过去了，与

其他行业的跨界合作已是大趋势，

双方的强强联合，各自发挥各自的

优势，如此才能在当下激烈的市场

竞争中，占得发展先机。

海外布局“提档换速”

除深耕国内汽车市场外，江淮

汽车也积极落实国家“一带一路”

倡议，持续加速国际市场的开拓，

国际影响力持续攀升。截至目前，

江淮汽车已经在亚洲、非洲、拉美

等130余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营销网

络，拥有超过 1100 个海外营销网

点，并建立了19家海外KD组装工

厂，累计出口超80万辆。

数据显示，2022 年三季度，江

淮汽车实现出口3.11万辆，同比增

长 37.63%，1~9 月累计出口 7.98 万

辆，同比增长40.71%。

具体来看，上半年，JAC 轻型

商用车累计出口超3万辆，同比增

长 76%；其中，高端轻卡出口超

10000 辆，同比增长 46.2%；皮卡 6

月份出口超过4000辆，上半年出口

达1.5万辆，同比增长90.8%。

此外，江淮汽车轻客上半年出

口增速达221.5%，进一步夯实了轻

型商用车在中国出口市场的竞争

力。高颜值掀背轿车 J7 上半年出

口超3000辆，增速达72%。

根据最新哈萨克斯坦汽车协

会数据，2022 年上半年，JAC 累计

销售各类车辆近1500辆，其中乘用

车销量超1200辆，排名哈萨克斯坦

全球汽车品牌第六位，中国品牌第

一位。

今年1~9月，轻型车出口达到

4万辆，同比增长近50%，其中皮卡

增速超70%，进一步夯实了轻型车

在中国出口市场的竞争力。乘用

车尽管受芯片短缺等因素影响较

大，但仍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前

九个月同比增长近20%。

燃油车持续热销，新能源车发

展更为强劲。目前，JAC新能源汽

车产品已覆盖轿车、SUV、轻卡、小

卡和轻客，是覆盖全系新能源汽车

产品出口的中国品牌。今年 1~9

月，新能源乘用车出口超3000辆。

在落实国家倡议上，截至目前，

江淮汽车覆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近百个，并建立了19家海外KD工

厂，其中15家在“一带一路”沿线，

有效带动了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江

淮汽车哈萨克斯坦项目已经成为

“一带一路”发展的典范。

根据规划，“十四五”期间，江

淮汽车国际业务将坚持稳健经营、

战略聚焦、多方协同三项原则，发

挥综合性汽车企业优势，整合海内

外优质资源，持续培育核心能力，

建立国际业务竞争优势，努力开创

国际业务新局面，为2025年国际市

场销量规模达到15万辆的战略目

标而努力。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