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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青年报 孙臣

在喊过“坚持原创”的口号
之后，以擅长“借鉴”高端品牌车
型著称的众泰，于去年6月正式
推出了全新高端品牌君马。然
而，一年过去了，这一品牌似乎
并没有引起市场过多的关注。

据官方介绍，君马主要面
向年轻消费者，以SUV和轿车作
为主打方向，重点关注新能源
车型。从产品上来看，目前君
马共有两款车型上市在售，一
款是1月上市的轿跑SUV君马
S70，一款是6月上市的音乐轿
跑SUV君马MEET 3。7月，还有
一款7座SUV君马SEEK 5将上
市。但从首款车型S70的惨淡
市场销量来看，君马能否存活
留有疑问。

全年销量难以达标
根据乘联会的数据，5月，

君马 S70的月销量为1223辆，
在 SUV 销量中排名第 119 位。
1-5月的累计销量为6873辆，
平均下来每月也就 1 千多辆。
按照设定目标，君马计划在
2018 年取得 15 万辆的销量。

现在看来，这显然是不可能完
成的任务。

君马第二款车MEET3造型
设计与奔驰GLC神似，带有明显

“模仿”迹象。业内人士认为，
这两款车型无论造型、动力还
是底盘都没有亮点，理所当然

“石沉大海”，根本不会引起消
费者的注意。在国内众多强势
旧品牌市场地位根深蒂固、新
品牌如雨后春笋般涌出之时，
由于竞争力并不强，加上品牌
的劣势，君马的日子并不好过。

缺乏技术沉淀
目前，君马与众泰品牌共

线生产，但从众泰较弱品控能
力来看，君马产品的质量保障
应该不会有较大的改观。尽管
君马声称，坐拥重庆和上海两
大技术中心，前者拥有丰富且
庞大的产业体系，为产品快速
面市提供保障；后者拥有最优
的人力资源、技术资源，为产品
创新提供支持的，但如果没有
长期的技术沉淀，是很难打造
出一款大众欢迎的产品。

业内人士指出，一无技术沉
淀、二无用户基础，只靠蹭新能

源车和SUV的热度，君马难以成
功。当然，你可以把君马看做造
车新势力中的一员来看待，但即
使这样，在业界普遍认为“未来
只有2-3家能存活下来”的情况
下，很难保证君马是其中之一。

技术攻坚是关键
根据君马公布的未来三年

的新车计划，到2019年将总计
推出9款新车型，8款SUV、1款
轿车。有人质疑，君马是在PPT
造车，因为按照3年9款车的节
奏，估计连奔驰都得掂量掂量，

更何况君马是一个全新的品
牌，没有任何积累和沉淀。按
照行业的规律，一款新车需要
三到四年的时间研发和测试，
才能确保质量。

对于君马，有业内人士发
出这样的感慨：“没有核心技术
积累就别谈造车，否则最多也
就是一个组装厂，组装电脑不
影响使用，但随意的组装一辆
汽车，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
现。只有用心钻研技术的品牌
才可能成为未来中国汽车自主
品牌的攻坚主力。”

青年报 于诗婕

近些年，汽车行业在中国
迅速崛起，汽车从奢侈品渐渐
变成了生活必需品。不少非汽
车行业的企业也瞄准时机，参
与到了造车行业中来。这些新
造车势力与传统车企竞争，在
新能源车型方面发力。但由于
技术、资金等硬性条件，新造车
企业疯狂融资，交付量和销量
却与之不成正比。传统车企也
推出不少新能源车型，新造车
势力将何去何从，是个值得探
讨的问题。

新造车势力接连融资
对于新造车势力来说，融

资是必要的，当进入汽车量产
阶段更需要大量财力、物力。
威马汽车创始人曾言：“新势力
造车，要把这件事干成了，200
亿资金支持是要有的。”也有人
认为对资金量的需求和企业发
展阶段息息相关，融资得一步
步来，如爱驰汽车CEO兼CFO谷
峰直言：“现在一些企业，动不
动融100亿、200亿元，造车不需
要那么多钱。天天喊着融了多
少钱，这是没有自信的表现。”
但不管融资多少，都不可否认
新势力造车都是一个“烧钱”的
行业，要将“PPT造车”真正落实
并实现盈利，资金链不能断。

近日，电咖汽车宣布已于
2018年上半年完成Pre-A轮融
资，总计融资金额已达25亿元
去年，电咖汽车已完成了5亿元
的天使轮融资，出资方涉及汽
车产业链上下游资本及专业投
资机构。今年年初，小鹏汽车
正式宣布获得由阿里巴巴集
团、富士康和IDG资本联合投资
的B轮融资，融资金额达到22亿

元。去年年底，有媒体报道蔚
来汽车已于完成新一轮超过10
亿美元融资。

中国目前有几十家新造车
企业，产品落地的有十几家，但
真正实现交付的并不多。目
前，有几家车企在2018年有交
付计划。蔚来和威马汽车计划
交付10000台以上新车，小鹏、
奇点和前途汽车也在今年有交
付计划，但计划并不意味着成
功。目前，蔚来首款量产车型
ES8 已步入对外交付阶段，近
日，蔚来汽车创始人李斌对外
表示ES8量产进程将延期：“蔚
来是一家三年多历史的公司，
所有事都是从零开始，蔚来ES8
最初留出了足够的余量时间，
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最
终确实没有按照最初的计划完
成，大概晚了一个月。”

近月销量下滑
近日得到融资的电咖从去

年 上 市 以 来 累 计 销 量 已 近
2000，作为首款车型，在新造车
企业中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成
绩了。电咖EV10上月销量仅为
3台，销量大幅下降或与产品更
新换代和新政策有关。上月开
始实施的新的新能源汽车补贴
政策规定：纯电动车续航150-
300公里车型补贴分别下调约
20%-50%不等，低于150公里续
航的车型将不再享有补贴；续
航里程 300-400 公里及 400 公
里以上车型，补贴分别上调2%-
14%不等。7月7日，电咖旗下
首款潮酷电动汽车EV10的高续
航版本 EV10 Pro300 启动上海
地区的预售，大幅度地提升了
电池容量，续航里程最大可达
到320公里。

同为新造车企业的知豆上

月销量 27 台，均为知豆 D3 车
型。知豆 D2 上月产量 430 台，
同比下滑91.5%，今年累计销量
12778台，同比下滑31.7%，仅完
成今年销售目标的16%。知豆
的销量下滑是可遇见的，新政
策对这个续航里程的很不友
好，如果要提升销量，知豆只能
将产品升级换代，研发更长续
航里程的车型。

里程焦虑痛点是关键
不少新造车势力起初是瞄

准了新能源汽车的补贴政策抢
占先机，目标是为了盈利。盈
利并非易事，新造车势力鼻祖
特斯拉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特
斯拉在全球车卖得不错，目前
却仍处于巨额亏损的状态。今
年第一季度特斯拉汽车总营收
为34.09亿美元，虽比去年同期
26.96亿美元增收不少，但仍净
亏损为7.85 亿美元，同比扩大
115%，刷新了自创立以来最大
单季度亏损记录。特斯拉在华
建厂的计划尘埃落定，可对于
持续亏损的特斯拉来说，如果
接下来没有融资进入，国产化
能否成功还是未知数。

受到新政策影响，已有不
少新能源车型受到影响，特别
是续航里程低的车型销量大
降。最初，新能源政策补贴力
度大，卖新能源车型一本万
利，如今新能源车型补贴减
少，要盈利只能研发更高级的
车型。

对于消费者来说，价格和
便利程度是购车时考虑的重要
因素。新能源车补贴后价格相
对便宜，在类似上海这种拍牌
有难度的城市，买新能源车送
牌照是一个很大的诱惑。但新
能源车型的便利程度仍远不及
汽油车，汽油车加油十分便利，
新能源车却需要苦苦寻找充电
桩，找到了充电桩仍需等待充
电，对时间紧迫的车主很不友
好。新能源车的续航里程焦虑
和充电便利性是痛点，什么时
候这个痛点解决了，新能源车
的春天也就真正来临了。

目前，传统车企正紧锣密
鼓地开发新能源车型，要胜过
传统车企，新造车车企必须要
有自己的优势。要赢得市场并
实现盈利，靠的不仅是噱头，更
需要用产品质量来说话。

疯狂融资之后，交付量和销量却与之不成正比

谁来为中国造车新势力“充值”

首款车型销量遇冷 君马步履维艰

百度与戴姆勒签约
深化未来战略合作

近日，国内自动驾驶领域巨
头企业百度与德国汽车产业巨
头戴姆勒宣布在自动驾驶和车
联网等领域深化战略合作，未来
双方将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
系，推动全球自动驾驶产业的快
速发展。

在自动驾驶领域，百度与戴
姆勒将秉承安全至上的理念，促
成更加前沿的自动驾驶解决方
案，推动全球自动驾驶产业发
展。同时，双方将启动一项全新
的车联网领域合作项目，百度车
联网技术将搭载在梅赛德斯-
奔驰 MBUX 智能人机交互系统
中。此次签署谅解备忘录，标志
着百度和戴姆勒双方在自动驾
驶、车联网等领域的合作关系进
一步深化，将为行业树立一个全
球化跨产业协作的标杆，为中国
消费者带来更加便捷智能的出
行体验。

2018年7月初，戴姆勒成为
首家获得北京市自动驾驶车辆
道路测试牌照的国际汽车制造
商，据悉获得牌照的梅赛德斯-
奔驰自动驾驶测试车辆就搭载
了由百度Apollo开放平台提供
的自动驾驶技术。

而 百 度 Apollo 平 台 ，自
2017年7月发布1.0版本，过去
一年先后经历了多次升级，并于
今年7月在2018百度AI开发者
大会上正式发布了3.0版本。期
间，李彦宏还宣布了全球首款
L4级别自动驾驶巴士“阿波龙”
的量产下线，开启自动驾驶量产
新起点。不仅如此，短短一年的
时间，Apollo生态还联合了119
家来自汽车和技术领域的全球
合作伙伴，共同推进自动驾驶汽
车的研发。

对于双方合作，百度创始人
李彦宏表示：“在人工智能、大数
据时代，汽车产业将以完全不同
的逻辑进化，由垂直整合向平台
化、生态化演进。这也是全球范
围的汽车制造公司、科技公司开
放合作，聚合起‘智能生态共同
体’的最好机会。”

戴姆勒股份公司董事会主
席蔡澈博士表示：“当今汽车行
业正发生巨变，戴姆勒持续推
进‘瞰思未来’战略，在中国和
全球不断创新。尤其在中国，
自动驾驶和智能互联正以前所
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戴姆勒
未来的成功也建立在引领该领
域产业方向和技术潮流的基础
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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