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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视 7年来烧钱超过1500 亿元，其中造车板块占比最大——

造 车 为 何 如 此 烧 钱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忠阳

造车是一项非常烧钱的

买卖，作为改变世界的机器，

一辆汽车包含上万个零部件，

其技术含量和复杂程度是当

前所有民用产品中最高的，属

于典型的资金、技术、人才密

集型产业。同时，一款新车从

概念到产品，从产品到最终盈

利，也有很长的路要走——

本版编辑 郭存举 李 瞳

2016年我国出境游人数达1.22亿人次，接待外国游客为2815万人次——

出 境 游 火 了 ，入 境 游 咋 办
本报记者 郑 彬

出境游虽然市场好，但是竞争对手多，日子也不好过。入境游虽

然暂时有困难，但可以称得上是“蓝海”

发展入境旅游应做好宣传推广工作，让外国游客走进来。多元

化打造入境游产品，满足外籍游客的需求

防 治 中 暑 这 里 有 妙 招防 治 中 暑 这 里 有 妙 招

近日，贾跃亭在个人微信公众号和
个人认证微博同时发布了一封简短的

“公开信”。贾跃亭首先对员工、用户、客
户和投资者致以歉意，并承诺“会承担全
部的责任”。同时强调“乐视汽车会按照
既定的战略展开。再大的挤兑，也挤不
垮我们变革汽车产业的梦想。”

据不完全统计，乐视 7 年来共融资
728.59 亿元，其大举收购、狂揽版权、硬
件补贴、圈地卖楼、痴迷造车五大方式烧
钱超过1500 亿元。其中，造车板块烧钱
最多。乐视官方曾表示，2016 年缺钱主
要原因就是造车。有人甚至认为，造车
会是压垮乐视的最后一根稻草。造车为
何如此烧钱？

200亿元，只是一个起点

“没有详细的乐视账本，不能说乐视
一定会被造车给压垮，但造车确实是一
项非常烧钱的买卖。”汽车分析师钟师表
示，作为改变世界的机器，一辆汽车包含
上万个零部件，其技术含量和复杂程度
是当前所有民用产品最高的，属于典型
的资金、技术、人才密集型产业。

那 么 ， 汽 车 行 业 门 槛 究 竟 有 多
高？中银证券汽车首席分析师彭勇算
了一笔账，“就自主品牌乘用车而言，
按照 15 万辆产能设计，每辆车在生产
设备和设施上的投资约 1 万元，前期研
发一款车型的费用约为 3 亿元至 4 亿
元，再加上相关环节，一个乘用车项
目上马，至少需要 30 亿元左右的资
金。”

“但一家企业是很难靠一款车型包
打天下，随着国家对排放及油耗的法规
和标准要求越来越高，研发创新需要持
续不断地投入，如果企业没有雄厚的研
发实力作支撑，很难有能力持续推出符
合市场需求的产品。”东风汽车公司副总
经理刘卫东表示，从 2014 年至今，东风
公司研发投入已超过150亿元。

在新落成的吉利汽车杭州湾研发中
心，吉利控股集团总裁、CEO安聪慧告诉
记者，该中心由整车研究院、汽车动力总
成研究院、新能源汽车研究院、汽车创意
设计中心构成，总投资高达 62 亿元，拥

有 10000 多名技术研发人员，其中来自
全球 30 多个国家的外籍研发人员就达
到了近3000人。“目前吉利已形成杭州、
宁波、哥德堡和考文垂四个研发中心，以
及上海、哥德堡、巴塞罗那、加利福尼亚
四大造型中心。”在他看来，汽车业的研
发投入之大也是国内其他行业难以比拟
的。

随着新一轮科技与产业变革加速融
合，当前汽车已成为科技创新应用最广
的载体，各大车企也纷纷加大了研发投
入。数据显示，2016 年上汽集团研发费
用为 94.09 亿元，比亚迪为 45.22 亿元；
而 2016 年财年大众汽车集团研发投入
更是高达136.12亿欧元。

除生产和研发投入，另一个烧钱环
节就是品牌营销推广。以上汽集团为
例，2016 年该集团宣传推广费用高达
108.22 亿元。此外，还有渠道开拓的支
出和人力资源成本。“按照年销量 7.5 万
辆实现盈亏平衡，用传统的销售模式，如
果一个月想卖 6000 台车，大概需要 80
家到 100 家 4S 店。”彭勇说，现在车企大
都有 500 家至 1000 家 4S 店，维持如此
多的店面运营又是一笔巨大的开支。

“现在一讲互联网造车，很多人就说
要颠覆传统车企，其实没那么简单。”蔚
来汽车董事长李斌表示，“200 亿元只是
投资汽车产业的一个起点，支撑汽车产
品的背后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体系，如
果一家初创公司要把行业每一个基本规
律都尝试和挑战一遍，肯定会遇到很多
麻烦。”

60个月，产出周期漫长

与资金、技术、人才高投入相比，汽
车产业的产出周期却显得更为漫长。

“国际上一款新车从概念到产品，一
般是 60 个月的周期，这两年国内汽车研
发进步很大，如果能做到 30 个月已经算
很快了。”广汽研究院副院长张帆告诉记
者，产品从下线到最终盈利，也有很长的
路要走。按照一般自主品牌 7.5 万辆的
盈亏平衡点计算，至少也需要3年时间。

与家电、手机等电子产品相比，为何
汽车产出却要慢很多？“一方面，汽车比

电子产品复杂。另一方面，汽车对安全
性要求更高。”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
福说，“现在做电子产品，都是互联网思
维，叫迭代研发、迭代推广。能用马上就
拿出去卖，不好马上就能更改。但汽车
企业的思维不是这样，每款产品必须经
过无数试验、大量研究、反复论证，在确
保安全的前提下，才能变成商品让用户
使用，每个环节都需要时间和资金。”

“现在长安整车开发要做 4500 余项
试验，包括 CA-TVS 品质试验，验证体
系覆盖汽车开发的 15 个验证领域，满足
10 年 26 万公里的品质要求。”长安汽车
总裁朱华荣说。

比推出产品更难的是品牌培育。有
关专家表示，对于早年间以低成本取胜
的自主品牌而言，要突破品牌的天花板，
品质向上走，就要在车型开发方面舍得
下血本，按照优质车型的标准开展前期
开发，但这也将导致成本的大幅提升，而
且这种投入将是持续的。对于刚刚入门
的新手来说，这个成本还要更高，况且市
场已经没有足够的宽容度再给予试错的
机会。

事实上，乐视在今年年初发布的所
谓“量产车型”FF91,只不过是款概念
车。“对于一家成熟的汽车企业来讲，如
果提前一年发布即将量产的车型，那这
个周期并不长，甚至绰绰有余，因为生产
基地、供应链体系等必备因素已经非常
成熟。”业内一位工程师说，但是现在看
来，这样的逻辑并不适合乐视汽车，其离
真正的造车绝不只是“一步之遥”，如果
没有强大的后续资金跟上，乐视汽车确
实比较危险。

利润也不会来得快

在资金、时间成本投入高企的同时，
无论是全球汽车巨头，还是国内新秀，其
真实利润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样来得快
和多，李书福甚至一度感慨“利润薄如刀
片”。

先以德国三大豪车巨头为例，2016
年戴姆勒实现总销量约 300 万辆，同比
增长 5%，集团净利润也只有 88 亿欧元，
税前利润率8.4%；宝马公司共销售236.8

万辆，同比增长5.3%，利润为69亿欧元，
税前利润率 10.3%；奥迪品牌 2016 年营
业收入达593亿欧元，利润为48亿欧元，
营业利润率为 8.2％。这样的数字尚不
及其一年的研发投入。

尽管已成立 10 多年，硅谷明星企业
特斯拉依然是一家亏损公司。数据显
示，2016年特斯拉销量不到8万辆，营收
85.50亿美元，依旧亏损7.23亿美元。瑞
银全球研究团队发表最新的研究报告显
示，由于缺乏销售规模，特斯拉按照 3.5
万美元售价，每卖出一辆基本款 Mod-
el 3，税前会亏损 2800 美元，只有达到
4.1 万美元，才有可能实现单车盈利，但
这一天远未到来。

再看国内，以汽车销量排名第一的
上汽集团为例，2016 年上汽集团共销售
汽车648.9万辆，占中国汽车市场份额为
22.6%，营业收入为 7564.16 亿元，同比
增长 12.8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20.09 亿元，单车利润不足
5000元。

作为一款全新的品牌，观致的命运
更令人唏嘘。观致成立于 2007 年，由奇
瑞汽车与以色列量子集团共同投资打
造，推出了包括观致 3、观致 5 等数款车
型，但其产品一直都是叫好不叫座。根
据观致汽车发布的年报，从 2014 年到
2016年，观致平均每年都净亏损20亿元
左右。现在观致又转型主攻新能源汽
车，还拉上了五粮液。以色列量子集团6
月 16 日发布公告表示，将有中国投资者
以 65 亿元获得观致汽车 51%控股权后，
包括百度、腾讯等互联网巨头，一度被揣
测为观致汽车的“改嫁对象”。即使这
样，仍然是前途未卜。

“汽车是一个资金、技术、人才密集
型产业，尤以品牌和规模效益著称。”清
华大学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院院长
赵福全表示，对于汽车企业而言，需要加
大研发投入，以提升研发能力及核心技
术掌控度，这样才能提升产品的竞争
力。但没有品牌的支撑仍难以获得足够
的利润，没有利润就无法保证持续的研
发投入，研发能力上不去、产品又会持续
落后，品牌也无法提升，造成恶性循环，
这是新进入者必须铭记的。

最近，全球化智库与携程旅行网联
合发布的 《从出入境旅游看中国全球化
发展》 系列报告显示，与出境游持续高
热相比，中国入境旅游发展并不理想，
在游客数量方面与大陆居民出国旅游存
在明显赤字。一时之间，入境、出境旅
游二者之间形成“冰火两重天”的话题
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随着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国人
选择到境外旅行度假。数据显示，2016
年，我国出境旅游人数达 1.22 亿人次,
蝉联全球出境旅游人次世界冠军。

相对于强劲增长的出境旅游市场，
我国入境旅游情况有所好转，但仍存在
明显差异。数据显示，2016年接待入境
游客 1.38 亿人次，其中外国游客仅为
2815万人次。

针对入境游市场，携程、凯撒等国
内众多旅游企业已经开始争夺这块“香
饽饽”。业内人士表示，出境游虽然市场
好，但是竞争对手多，日子也不好过，
是“红海”。入境游虽然暂时有困难，但

可以称得上是“蓝海”。
对于目前我国旅游业在全球化过

程中所呈现出的不均衡态势，携程集
团高级副总裁孙波认为，提振入境游
市场势在必行。据介绍，2016 年，携
程国际交易额达 100 亿元人民币，其
中 20 亿元是入境游，接待了 300 万人
次的外国客人，入境游业务交易额去
年 经 历 了 超 过 150% 的 快 速 增 长 。 未
来，携程将重点发展入境游，让越来
越多的外国游客享受中国丰富和高质
量的旅游资源。

除了旅游行业巨头开始在入境游
市场发力，不少创业公司也试图分一
杯羹。欧拉旅行是一家专门做入境游
的创业公司，公司网站于 2016 年 7 月
份正式上线运营，从去年 12 月份到今
年 2 月份，公司入境游板块已经成交
了多笔交易。

欧拉旅行联合创始人邵悦表示，很
多外国人来中国往往不会选择传统旅行
社，不是因为他们喜欢自由行，而是这
些旅行社没有办法满足他们的需求。“我
们知道外国人来中国喜欢什么，可以为

他们定制旅行计划。”邵悦说。
不过，发展入境旅游还应做好宣传

推广工作，让外国游客走进来。业内人
士表示，多元化打造入境游产品，满足
外籍游客的需求，是旅游企业的使命。
但光有足够的旅游产品还不够，现在主
要缺少相应的包装和营销。

“旅游行业需要提升，让外国游客不
再把目光集中在贵不贵，而是感受值不
值。”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总裁
助理张玲捷表示，对于入境游而言，更
重要的是要先做好基础工作，再做好渠
道推广。对于外国人来说，来中国旅游
原来是物美价廉，现在仍然是物美，但
是不再价廉。

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副秘书长严晗
建议，政府应将过境免签、离境退税等
便利化政策纳入宣传推广内容。

浙江省旅游局副局长许澎表示，可
以通过鼓励邮轮、自驾车等新业态发展
推动资源向产品的转化，兼顾散客与团
队游客的需求，用外国游客听得懂的方
式提升旅游宣传推广。

恍恍惚惚感觉已经热了好久了恍恍惚惚感觉已经热了好久了，，但其实但其实 77 月月 1212
日才正式入伏日才正式入伏，，本以为熬个本以为熬个 3030 天就可以解脱天就可以解脱，，可今可今
年的三伏天遇到了加长版年的三伏天遇到了加长版！！三伏天威力有多大三伏天威力有多大？？该该
怎样度过高温天气的漫漫怎样度过高温天气的漫漫““烤烤””验验？？

湖南网友就爱笑湖南网友就爱笑：：为什么说今年的三伏天是为什么说今年的三伏天是““加加
长版长版””？？

主持人主持人：：从从 77 月月 1212 日开始日开始，，我国进入一年之中我国进入一年之中
最热的时节最热的时节——三伏三伏。。““三伏三伏””是初伏是初伏、、中伏和末伏中伏和末伏
的统称的统称，，是根据农历设定的是根据农历设定的。。一般来说一般来说，，初伏初伏、、末伏末伏
固定为固定为 1010 天天，，中伏有时为中伏有时为 1010 天天，，有时为有时为 2020 天天，，因因
此三伏天有此三伏天有3030天天““普通版普通版””和和4040天天““加长版加长版””两种两种
情况情况。。今年三伏天自今年三伏天自 77 月月 1212 日开始日开始，，至至 88 月月 2020 日结日结
束束，，是是4040天的天的““加长版加长版””三伏天三伏天。。

““加长版加长版””伏天并不少见伏天并不少见。。据气象专家统计据气象专家统计，，
19901990 年至年至 20172017 年年，，““普通版普通版””伏天只有伏天只有 88 次次，，““加加
长 版长 版 ”” 伏 天 则 有伏 天 则 有 2020 次次 ，， 比比 ““ 普 通 版普 通 版 ”” 多 了 一多 了 一
倍多倍多。。

海南网友飞跃大海海南网友飞跃大海：：入伏首日就已经热得不行入伏首日就已经热得不行
了了，，之后怎么过之后怎么过？？

主持人主持人：：入伏首日入伏首日，，高温范围可能达到高温范围可能达到340340万平万平
方公里方公里，，也就是约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也就是约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从西北到华从西北到华
北北、、黄淮黄淮、、江南东部都被高温覆盖江南东部都被高温覆盖，，不少地方的气温不少地方的气温
将达到将达到3737摄氏度至摄氏度至3939摄氏度摄氏度，，局地将达到局地将达到4040摄氏度摄氏度
以上以上。。

三伏期间三伏期间，，太阳仍直射北半球太阳仍直射北半球，，地表吸收大量能地表吸收大量能
量量；；入伏后入伏后，，雨水较多雨水较多，，地表湿度大地表湿度大，，散发热量少散发热量少。。
因此因此，，当地表层吸热越来越多当地表层吸热越来越多，，散发热量却很少时散发热量却很少时，，
热量不断累积热量不断累积，，我们会感到一天比一天热我们会感到一天比一天热。。通常情况通常情况
下下，，在中伏期间在中伏期间，，地表累积热量将达到最高峰地表累积热量将达到最高峰，，此时此时
天气最为炎热天气最为炎热。。

北京网友动起来北京网友动起来：：天气预报是不是故意把温度报天气预报是不是故意把温度报
低了低了？？我感觉比预报温度更高我感觉比预报温度更高。。

主持人主持人：：气象预报测温气象预报测温，，要求温度尽量不受其要求温度尽量不受其
他因素干扰他因素干扰，，所以有一套特定的标准所以有一套特定的标准，，一般指的都一般指的都
是百叶箱里面的温度是百叶箱里面的温度。。百叶箱中的气温百叶箱中的气温，，往往会比往往会比
我们实际感受到的大气温度低我们实际感受到的大气温度低 22 摄氏度摄氏度左右左右。。同同
时时，，因为水泥因为水泥、、柏油路面的吸热能力非常强柏油路面的吸热能力非常强，，其温其温
度往往会高得离谱度往往会高得离谱，，这就是为什么城市里的居民总这就是为什么城市里的居民总
感觉气温高于天气预报的原因感觉气温高于天气预报的原因。。

气象部门也考虑到了这种差异气象部门也考虑到了这种差异。。所以所以，，如今的如今的
天气预报天气预报，，也增添了不少辅助功能也增添了不少辅助功能，，以弥补这一不以弥补这一不
足足。。比如说日晒指数比如说日晒指数、、穿衣指数还有风向风速的预穿衣指数还有风向风速的预
报以及云量的预报报以及云量的预报，，这些数据对温度预报是很好的这些数据对温度预报是很好的
补充补充。。

（（本期主持人本期主持人 杜杜 芳芳））

““ 加 长 版加 长 版 ””三 伏 天 来 了三 伏 天 来 了

近日近日，，我国多地迎来高温天气我国多地迎来高温天气，，且持续时间且持续时间
长长、、局部强度大局部强度大，，在酷热的天气条件下很容易中在酷热的天气条件下很容易中
暑暑。。针对持续不退的针对持续不退的““高烧高烧””天气天气，，该如何预防中该如何预防中
暑呢暑呢？？当出现中暑症状的时候又该怎样治疗当出现中暑症状的时候又该怎样治疗？？

网友月光之城网友月光之城：：什么是中暑什么是中暑？？出现中暑的原因是出现中暑的原因是
什么什么？？

主持人主持人：：有关专家介绍有关专家介绍，，中暑是指在高温环境中暑是指在高温环境
下下，，人体体温调节功能紊乱引起的急性中枢神经系人体体温调节功能紊乱引起的急性中枢神经系
统和循环系统功能障碍统和循环系统功能障碍，，高温作业和夏季高发高温作业和夏季高发。。具具
体说来体说来，，人的体温受下丘脑体温调节中枢控制人的体温受下丘脑体温调节中枢控制，，人人
体通过皮肤血管扩张体通过皮肤血管扩张、、体内血液流速加快体内血液流速加快、、排汗排汗、、
呼吸呼吸、、大小便等散发体内热量大小便等散发体内热量。。在高温在高温、、高湿高湿、、暴暴
晒晒、、通风不良的环境中通风不良的环境中，，人体会出现散热障碍人体会出现散热障碍，，导导
致体内热量蓄积致体内热量蓄积，，发生中暑发生中暑。。过劳过劳、、睡眠不足睡眠不足、、工工
作强度大是主要诱因作强度大是主要诱因，，老人老人、、儿童及有基础性慢性儿童及有基础性慢性
病者易发病者易发。。

网友鹿呦呦网友鹿呦呦：：中暑会出现哪些症状中暑会出现哪些症状？？
主持人主持人：：一般说来一般说来，，中暑的症状可分为先兆中暑的症状可分为先兆、、轻轻

度和重症中暑三类度和重症中暑三类。。先兆中暑是指在高温环境中出现先兆中暑是指在高温环境中出现
乏力乏力、、大汗大汗、、口渴口渴、、头痛头痛、、头晕头晕、、眼花眼花、、耳鸣耳鸣、、恶恶
心心、、胸闷等症状胸闷等症状。。除以上症状外除以上症状外，，轻度中暑主要表现轻度中暑主要表现
为面色潮红为面色潮红、、皮肤灼热皮肤灼热、、体温升高至体温升高至 3838 摄氏度以摄氏度以
上上，，也会伴有恶心也会伴有恶心、、呕吐呕吐、、面色苍白面色苍白、、脉率增快脉率增快、、血血
压变化压变化、、皮肤湿冷等皮肤湿冷等；；重症中暑除轻度中暑表现外重症中暑除轻度中暑表现外，，
还有痉挛还有痉挛、、腹痛腹痛、、高热昏厥高热昏厥、、昏迷昏迷、、虚脱或休克虚脱或休克，，严严
重的会引起死亡重的会引起死亡。。

网友网事如风网友网事如风：：我们该如何预防中暑我们该如何预防中暑？？出现中暑出现中暑
的症状应该如何救治的症状应该如何救治？？

主持人主持人：：首先要遵守高温作业规程首先要遵守高温作业规程，，避免长时间避免长时间
滞留于高温滞留于高温、、高湿高湿、、密闭环境中密闭环境中。。夏季室外作业夏季室外作业，，应应
积极采取防晒措施积极采取防晒措施，，避免长时间暴露于高温避免长时间暴露于高温、、高湿高湿、、
密闭环境中密闭环境中。。

其次其次，，应保证足量饮水应保证足量饮水，，每天每天 11..22 升至升至 11..55 升升。。
不能等渴了再喝不能等渴了再喝，，大量出汗后应适量饮用盐水大量出汗后应适量饮用盐水。。此此
外外，，注意劳逸结合注意劳逸结合，，加强体育锻炼加强体育锻炼，，增加身体的环境增加身体的环境
适应能力适应能力，，可减少中暑的发生可减少中暑的发生。。

第三第三，，一旦出现中暑症状一旦出现中暑症状，，要积极应对要积极应对。。如果如果
出现中暑初期症状出现中暑初期症状，，要及时降温要及时降温、、休息和补水休息和补水，，重重
症患者应及时就医症患者应及时就医。。出现中暑先兆或轻度中暑出现中暑先兆或轻度中暑，，应应
及时转移至阴凉及时转移至阴凉、、通风处静卧休息通风处静卧休息，，密切观察体密切观察体
温温、、脉搏脉搏、、呼吸和血压变化呼吸和血压变化。。可饮用淡盐水可饮用淡盐水、、冷西冷西
瓜水瓜水、、绿豆汤等起到补水作用绿豆汤等起到补水作用，，同时服用仁丹同时服用仁丹、、十十
滴水或藿香正气散等防暑降温药物滴水或藿香正气散等防暑降温药物。。对于出现脱对于出现脱
水水、、循环衰竭循环衰竭、、痉挛痉挛、、高热等症状的重症中暑病高热等症状的重症中暑病
人人，，应及时送到医院急救处理应及时送到医院急救处理，，救治重点是降低体救治重点是降低体
温温，，纠正体内水纠正体内水、、电解质紊乱和酸中毒电解质紊乱和酸中毒，，积极防治积极防治
休克和肺水肿休克和肺水肿。。

（（本期主持人本期主持人 吴佳佳吴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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