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 经产 经 2017年4月21日 星期五 7

新《汽车销售管理办法》打破品牌授权体制——

4S店不再是买车唯一选择
本报记者 祝君壁

新的《汽车销售管理办法》实施后，销售汽车将不再经汽车品牌商授权许可，

汽车超市、汽车卖场、汽车电商等形式将会成为新时代买车的主流渠道。未来，供

应商可以通过多种方式销售，经销商也可以同时经营多个品牌产品，消费者的购

车渠道将会更加多元

SUV化、电动化、智能化成趋势——

上海车展引领造车新潮流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忠阳

20172017 年上海车展集中展示了汽车行业的最新技术和市场需求年上海车展集中展示了汽车行业的最新技术和市场需求，，

诠释了汽车产业诠释了汽车产业 SUVSUV 化化、、电动化电动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智能化的发展趋势。。值得一提的是值得一提的是，，

参展的自主品牌在新品研发上的成功参展的自主品牌在新品研发上的成功，，进一步提升了中国造车的创进一步提升了中国造车的创

造力和影响力造力和影响力

本版编辑 杜 铭

ofo每日收入近千万元

共享单车即将实现盈利
本报记者 陈 静

售价高、同质化问题普遍存在

智能产品须提升服务求突围
本报记者 李 景

近日，商务部发布《汽车销售管理办
法》，同时废止 2005 年发布的《汽车品牌
销售管理实施办法》，新《管理办法》将于
2017年 7月 1日起施行。

据商务部市场建设司副巡视员胡剑
萍介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实行
汽车销售品牌授权的单一体制已不能适
应汽车市场发展的内在需求。“垄断性经
营问题日益凸显，市场竞争不充分、流通
效率不高、汽车及零部件价格虚高、服务
质量下降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品牌办
法》确立的品牌授权销售单一体制影响
了汽车市场活力和潜力的释放，亟需调
整。”胡剑萍说。

胡剑萍表示，《管理办法》从根本上
打破了汽车销售品牌授权单一体制，允
许授权销售和非授权销售两种模式并

行，为破除品牌垄断、促进市场充分竞
争、创新流通模式创造了良好的营商环
境。“《管理办法》实施后，销售汽车不再
必需经汽车品牌商授权，汽车超市、汽车
卖场、汽车电商等将会成为新的汽车销
售形式。”胡剑萍认为，通过打破汽车销
售品牌授权单一体制，构建共享型、节约
型、社会化汽车流通体系，市场竞争将更
加充分，流通效率和质量将明显提升，产
品和服务供给将进一步优化。“这也有助
于汽车流通网络向三四线城市和农村地
区下沉，能够更好地满足城镇化发展需
求，有效释放区域消费潜力。”

据了解，此次《管理办法》重点推进
了四方面改革。一是打破了品牌授权销
售单一体制，推进多样化销售模式，有助
于促进市场竞争、降低流通成本、提升流

通效率、激发市场活力；二是突出加强消
费者权益保护，把供应商、经销商作为承
担售后服务责任的双主体，充分尊重消
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要求经销商明
示服务内容和价格，善尽重要事项提醒
义务，并要求建立健全消费者投诉制度，
使消费者在购买汽车及售后服务中能够
明白选择、自由消费、放心消费；三是促
进建立新型的市场主体关系，着力引导
规范汽车供应商与经销商的交易行为，
对零供双方的行为都作出了明确规范，
比如禁止供应商实施单方确定销售目
标、搭售商品、限制多品牌经营及转售等
行为，也禁止经销商冒用供应商授权开
展经营活动；四是加快转变政府管理方
式，取消了总经销商和品牌经销商备案
管理制度，强化事中事后监管，采用“双

随机”办法对汽车销售及相关服务活动
实施日常监督检查。建立企业信用记
录，纳入全国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交换
平台，对供应商、经销商有关违法违规行
为录入信用档案并及时向社会公布。

“未来中国的汽车销售将努力打造
供应商可以通过多种方式销售，经销商
可以同时经营多个品牌产品，消费者可
以从多种渠道购买汽车、享受服务的‘三
多模式’。”商务部市场体系建设司处长
肖荣臣告诉《经济日报》记者，《管理办
法》虽未改变行业的供需，但大大增加了
行业的活力，将为接下来的汽车销售带
来更多的积极影响。

为了适应汽车市场发展新形势的要
求，《管理办法》提出国家鼓励发展共享
型、节约型、社会化的汽车销售和售后服
务网络，为经销商开展多品牌经营、不同
汽车品牌企业共建共享销售网络和售后
服务体系提供了法律依据。“可以有效地
节约社会资源、提高流通效率、提升服务
质量。这标志着汽车流通体系真正进入
社会化发展阶段。”胡剑萍说。

长期以来，我国汽车市场以新车市场
为重心，但随着汽车市场加快发展，后市
场逐步成为新的增长点，发展潜力巨大。
对此，胡剑萍认为，《管理办法》积极推动
汽车销售和售后服务分开，有助于促进汽
车售后服务的专业化、社会化发展。“同
时，《管理办法》也明确供应商不得限制配
件生产商的销售对象，不得限制经销商、
售后服务商转售配件，为促进后市场健
康、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4 月 19 日至 21 日，由思锐达传媒、《智慧产品圈》杂
志联合举办的第三届“寻找爆品”大赛全国巡展在北京举
行。从可双语人机对话的小墨机器人，到根据特定条件
触发拍摄功能的育儿机器人，从凭借烹饪数据算法提供
米饭精准口感的千帕锅，到 0.4 秒指纹开锁的鹿客智能
门锁⋯⋯50余款最具特色的参选产品亮相本届展览。

虽然展出的智能产品各有特色，但《经济日报》记者
发现有些“爆品”也并不是满分好评。比如，对于号称颠
覆国产智能电饭锅的千帕锅，评委点评认为：“有功能性
应用设计，能联动其他设备，有实际应用价值但缺少应用
场景、价格偏高。”对于育儿机器人，评委点评道：“结构设
计精密复杂，一体成型工艺外观简洁大方，但没有考虑儿
童用户对玩具的防摔性需求，智能交互体验有待提升。”

不难看出，目前智能产品运用的新技术不是成本高，
就是技术尚未真正成熟。因此，售价高、功能同质化或单
一化、市场接受度不高、“痛点不痛”等问题是智能产品的
通病。虽然智能产品的发展历程经历了几次变革，但每
当产品推向市场时总会遭遇销量困境。“从近几年京东发
布的智能产品销量和种类推算，单品月销量突破 10 万件
的智能产品寥寥无几。”《智慧产品圈》杂志副主编慕容素
绢表示，智能产品界近几年出现了一张“死亡名单”，大量
产品退出市场，互联网思维和单品思维阻碍着智能产品
的进步。

慕容素绢认为，行业发展初期，所有厂商都在用互联
网思维打造产品，但从实际应用看，所谓的互联网思维就
是让产品具备联网功能，这种考量注重的是智能产品潮
流和概念的引领，并非解决真正的痛点。此外，由于大部
分智能产品以单一的产品形态出现，功能十分有限，比如
有的厂家生产智能摄像头，有的厂家生产智能门锁，但用
户需求的是整套安防解决方案，并非某件单品能解决，因
此单品思维就像一座“信息孤岛”，急需通过有效整合、打
通生态体系提升整体价值。

事实上，智能产品要避免为了智能而智能，应以智能
化为切口，为用户带来更好的产品体验。因此真正吸引
消费者的是智能化带来的优质服务，而非智能硬件本
身。据业内人士透露，今年下半年以智能产品为切入点
的智慧服务产业将有大动作，华为将以 openlife 智慧家
庭平台为核心，引入运营商和智能产品企业，打造完整智
能社区生态系统破除单品概念，并落地新的业务套餐。

共享单车的盈利问题一直被外界关注。4 月 19 日，
ofo 创始人戴威在 ofo 与富士达战略合作的新闻发布会
上透露说，ofo 目前每日收入近千万元，收入全部来自分
时租赁的租金,明年将实现全面盈利。

ofo 对外宣布，每年将获得富士达超过 1000 万辆的
单车产能，这意味着相当于全球自行车产能的八分之一。
富士达是全球最大的自行车生产制造商，2016 年产能达
到 1200 万辆，预计 2017 年产能将达到 2000 万辆，2017
年底，富士达还将启动年产能5万吨的氢合金工厂。

戴威表示，ofo 目前已造出 300 多万辆车，虽然投入
成本超过 10 亿元，但由于在一级市场获得 6.5 亿美元投
资，资金流仍很充裕。ofo 目前每日新增用户超过 100
万，在全国布局了 75 个城市，同时在海外 4 个国家落地，
海外日均订单超过 2万单。

除了“开源”，共享单车平台还需“节流”，压低单车损
毁和维修成本。戴威告诉《经济日报》记者，目前小黄车
的维护率稳定在 14%至 16%之间，但未来的目标则要下
降到 10%甚至 6%。对此，ofo 与富士达双方宣布，将建
立首个共享单车全球研发中心，提高车辆维护水平。

天津富士达集团有限公司分公司总经理孙昊表示，
“普通单车是共享单车的 1.0 版，加入防盗紧固件，免充
气轮胎等部件的共享单车是 2.0 版，防盗螺丝和防盗脚
踏等部件的加入，能够解决一部分目前共享单车的丢失
问题。下一代则主要要解决诸如鞍座、脚踏等部件被拆
卸、毁损的问题，再接下来则会向一体化方向发展。”他表
示，如果没有人为损坏，目前共享单车达到 3000 公里，
三年报废的国家团体标准并不难。

不过，对于 ofo 来说，未来出台的共享单车管理方案
有可能增添额外成本。富士达集团副总裁王润东告诉记
者，共享单车有上海和天津两个团体标准，但未来一定会
有全国统一服务标准。据称，未来共享单车将被要求使
用智能锁，ofo 也会将原有车辆的机械密码锁换为电
子锁。

此外，孙昊表示，随着零部件和整车的爆发式增长，
整个行业存在产能过剩，但借助共享单车的发展契机，自
行车企业也在淘汰落后，走在技术和自动化生产前列的
自行车企业，将持续保持竞争力。

第三届“寻找爆品”大赛现场，育儿机器人（左一）和

小墨机器人（左二）吸引观众驻足。本报记者 李 景摄

两年一度的上海国际车展 21 日正
式拉开大幕。今年的主题为“致力·美好
生活”。本届车展总面积超过 36 万平方
米，共展出整车 1400 辆。其中，全球首
发车达到 113 辆，新能源车 159 辆，概念
车 56辆。

将 SUV 进行到底

“我宣布长安CS55全球首发。”19日，
长安汽车总裁朱华荣一句铿锵有力的开场
白，打响了上海国际车展媒体日新车发布
第一炮。作为一款专为年轻消费群体打造
的紧凑级SUV，CS55不仅很有面子，还有
过硬的“里子”。长安汽车研究院常务副院
长 谭 本 宏 表 示 ，再 加 上 此 前 的 CS95、
CS75、CS35、CS15，至此长安基本完成了
SUV市场不同层级的产品布局。

在东风汽车公司展台，《经济日报》
记者发现东风风神 AX4、东风风行景逸
X6、东风风度 MX3、东风风光 580 智尚
版全部为 SUV。据介绍，目前东风公司
旗下各大品牌紧紧围绕市场需求，推出
了数十款 SUV 产品。数据显示，今年一
季度，该集团 SUV 销量已远超轿车。

作为吉利旗下新推出的高端品牌，
领克（LYNK&CO）发布的首款产品——
LYNK&CO 01 概念车的准量产版，也是
SUV 车型。

在奇瑞展台，全球首发亮相的全新
一代瑞虎 5，诠释未来造车理念的“瑞虎
轿跑概念 SUV”，以及刚刚上市的瑞虎
7 SPORT 成为吸睛焦点。“SUV 不做到
全球第一，不考虑推出轿车产品。”长城
汽车董事长的这份执着在其展台上显露
无遗。在哈弗展台看到，除了 SUV 还是
SUV。在其高端品牌 WEY 展台，其首发
车型 VV7 仍是一款中型 SUV 车型，大有
将 SUV 进行到底的劲头。

“没有最多，只有更多。”面对近两年
高达 40%以上增速的 SUV 市场，跨国车
企也加快了 SUV 的产品布局。记者看
到奔驰、大众、日产、PSA 等跨国车企
SUV 产品在中国的投放明显提速。东风
标致总经理李海港更是表示，东风标致
已将今年定为“东风标致 SUV 年”，力争
在 SUV 市场赢得竞争新优势。

SUV 大热不是中国市场独有的现
象，而是已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市场导
向。国家信息中心信息资源开发部汽车
产业信息处处长兼主任助理刘明表示，
2016 年我国 SUV 市场在乘用车销量中
占比 41.6%，今年中国 SUV 市场销量将
突破 1000万辆，首次超越轿车市场。

电动化趋势愈发明显

本届上海车展，新能源车仍然是一
大亮点。蔚来汽车携 11 款新车亮相车
展，这是蔚来品牌的中国首秀。蔚来汽
车创始人李斌告诉记者，ES8 是一款高

性能 7 座纯电动 SUV，由全铝合
金车身和底盘打造，全系标配主
动式空气悬挂，搭载前后双电
机，采用四轮驱动，支持换电
模式，将为用户带来超越燃油
车加油的能量获取体验。目
前，ES8 的生产制造体系及供
应链布局已搭建完毕，计划今
年年内发布，明年正式交付。

北汽新能源全新电动车品牌
ARCFOX 携 ARCFOX-1 量产概念
版车型和 ARCFOX-7 电动超级跑车
亮相车展。据介绍，ARCFOX-1 不仅搭
载了全球独家的多屏互联，更突破了量
产车不可定制的传统制造瓶颈，实现超
过 6000 种 颜 色 和 配 置 的 自 由 搭 配 组
合 。 大 量 运 用 尖 端 赛 道 科 技 的 AR-
CFOX-7 拥有全碳纤维复合材料车身，
百公里加速仅需 3 秒，最高车速 260 公
里/小时，续航里程超 300公里。

在本届车展上，广汽传祺不仅对外
公布了新能源品牌及口号，而且集中发
布 了 传 祺 GE3、概 念 车 EnSpirit、GS4
PHEV、GA3S PHEV 等四款新能源产
品。其中，GE3 是广汽传祺新能源纯电
专属平台的突破性产品，纯电续航里程
超过 310 公里，百公里加速时间仅为 9.3
秒，直流快充半小时电量就可达 80%。

比自主品牌车企更拼的是大众汽车
集团。记者在大众汽车展台看到，大众
有三款全球首秀的车型为电动车。其
中，大众汽车品牌的 I.D. CROZZ 是一款
纯电动跨界多用途概念车。作为一款零
排放车型，其续航里程达 500公里。

“中国市场瞬息万变，充满活力，同
时拥有巨大的创新力，在电动汽车领域
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大众汽车集团
CEO 穆伦强调中国市场在大众汽车集团
全球布局中的重要地位，并表示将推出
更多的新能源汽车。“电动化、数字化、移
动出行成为未来重点，集团将在今年投
入 300 亿元研发新能源汽车，并在 2025
年前提供 150 万辆纯电动汽车，电动车
续航里程都将达 500公里。”穆伦说。

“ 中 国 新 能 源 汽 车 保 有 量 已 突 破
100 万辆，在国际上引起较大反响，无论

是各国政府还是厂家，都感受到了来自
中国市场率先发力的挑战。”清华大学教
授、国家新能源汽车重点专项专家组组
长欧阳明高表示，当前国际各大汽车厂
商加大了技术转型的力度，大众朝纯电
驱动转型非常激进，曾经不屑于做电动
汽车的日本丰田，去年也开始调整技术
路线，成立了电动汽车事业部，全球汽车
产品电动化趋势愈发明显。

智能化已无处不在

在独具风格的领克展台，记者看到领
克 01 准量产版车型内不仅配备了支持
手势控制的触控屏幕、智能语音系统、车
载移动互联系统以及实时在线的人、车、
云 端 交 互 体 验 ，还 支 持 包 括 CarPlay、
CarLife 在内的多平台互联系统，通过领
克自有的车载应用商店形成完整的生态。

领克高级副总裁魏思澜告诉记者，
作为全球首个具备汽车分享技术架构的
汽车品牌，首款车型 01 支持基于信任人
群和会员制社群之间的分享功能，其独
有的数字钥匙为汽车分享提供支持。

在长安汽车展台，记者见证了英特
尔和长安汽车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
签约仪式。“智能化正在成为未来汽车发
展新趋势。”长安汽车副总裁李伟表示，
英特尔在智能互联与人工智能等领域领
先，长安汽车在智能驾驶技术上优势明
显，双方将就智能驾驶、智能互联、人工

智能、大数据等方面开展战略合作。
事实上，此次长安推出的 CS55 早已

打上了智能标签。谭本宏告诉记者，
CS55 配有“小安”智能语音交互系统，可
通过视觉、听觉和人工智能系统主动识
别和判断用户潜在需求，实现车辆与用
户双向主动顺畅的交流。

作为汽车的发明者，奔驰新一代 S
级轿车将立体摄像头与雷达传感器的监
测范围提升至前方 250 米，令智能驾驶
更进一步，其智能领航限距功能不仅可
以在高速公路上自动与前车保持合理距
离并高速跟随前车，当车辆靠近弯路、十
字路口、环岛及高速收费站时，还可借助
车辆所配备的多功能立体摄像头以及雷
达传感器自动识别，根据地图与导航信
息提前预判，进而帮助车辆减速，然后在
驶离之时恢复行驶速度，有效提升了驾
乘感受。

“本届上海车展，广汽集团国内首发
EnSpirit 概念车，正是我们在汽车智能
化领域的最新创新成果。”广汽集团董事
长曾庆洪表示，“十三五”期间，广汽集团
将围绕“电动化、国际化、网联化”三大方
向，实现新的突破。

面对 SUV 化、电动化与智能化趋
势，本届车展上，汉腾、正道、云度、奇点、
艾康尼克（ICONIQ)等新创品牌，也以此
为目标，竞相推出了一系列具有互联网
思维的电动 SUV 产品，向世界展示出中
国汽车产业的澎湃动力与美好未来。

上图为蔚来汽车在上海车展首发的最新上图为蔚来汽车在上海车展首发的最新

量产车量产车——高性能纯电动高性能纯电动 77座座 SUVSUV ESES88。。

下图为搭载多种智能化配置的下图为搭载多种智能化配置的长安汽车长安汽车

全球首发全球首发SUVSUV CSCS5555。。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忠阳杨忠阳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