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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500多家注册企业中，大多数处在“PPT造车”阶段——

造车新势力迎来“生死时速”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忠阳

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造车新势力淘汰赛加速。即使是头部企业蔚来、威马、理想和小鹏，也经历着

“生死时速”般的严峻考验。专家表示，面对产业全面重构的空前变局，造车新势力应对发展的长期性和曲折性有足够

心理预期，聚焦主业不动摇，守正出奇、大胆创新。

12月10日前完成覆盖40万款主流APP检测工作——

想偷偷给手机装“后门”？没门
本报记者 黄 鑫

7月13日，人们在第十七届中国（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上参观。
新华社记者 张 楠摄

赛麟老板跑路，博郡停摆，拜腾
“拜拜”……今年以来，造车新势力淘
汰赛明显加速。面对特斯拉的竞争和
资本市场逐渐冷却，即使是头部企业
蔚来、威马、理想和小鹏也不得不

“忆苦思变”。
造车为何如此之难？路究竟该咋

走？谁能挺到最后？

淘汰赛加速

日前，拜腾中国全面进入停工停产
阶段。同时，拜腾北美和德国办公室启
动破产申请程序。这意味着，又一造车
新势力即将远离公众视野。

无独有偶，博郡位于上海闵行区的
办公地点同一天被查封。尽管博郡汽
车创始人、总经理黄希鸣作出积极解决
困难的承诺，但博郡“凉凉”，几乎是不
争的事实。

此前，江苏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依
法对江苏赛麟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上海
分公司全部资产进行了查封。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
孕育兴起，近年来造车新势力企业如雨
后春笋般冒出。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此
类企业的注册数已经达到了 500 多
家。不过，当前造车新势力的发展并不
尽如人意，绝大多数品牌仍停留在“PPT
造车”阶段。

今年前6个月乘用车终端保险数据
显示，造车新势力里有上险数据的企业
只有20家，总计4.4万多辆，其中蔚来、
威马、理想、小鹏、合众前5家企业共计
占比91%，市场集中度较高。此外，速
达、零跑、国机智骏3家企业上半年累计

销量在1000辆左右，爱驰、金康、云度3
家过百辆，新特、长江、国金销量为两位
数，赛麟、天际、奇点、敏安、天美等车企
销量仅为个位数。

全国乘用车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
东树将新势力车企分为3个梯队：第一
梯队包括蔚来、威马、小鹏、理想和合众
5家车企，均有具备市场影响力的主力
车型，即使在疫情影响下，今年上半年
销量也在回升，这些头部企业融资顺
利，有明确发展规划，值得期待。第二
梯队包括爱驰、前途、新特、云度等车
企，有量产车型，但每月销量非常少，难
以获得融资，目前经营受挫。第三梯队
则是直至目前仍无量产车型的绝大多
数新势力车企，如拜腾、前途、奇点等，
几乎没有“前途”，正加速被市场淘汰。

“这两年将是造车新势力面临严峻
挑战的关键时期。”清华大学汽车产业
与技术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宗巍说，

“随着竞争压力不断增大，预计造车新
势力两极分化趋势将日益明显，不能在
此期间站稳脚跟并拓展优势的企业，将
被市场无情淘汰”。

造车难在哪

“之所以冒出这么多新造车企业，
主要是国家鼓励新能源汽车发展，加上
电动车攻克发动机和变速器技术不再
是必须，大家觉得造车门槛降低了。”清
华大学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院院
长赵福全表示，其实门槛降低意味着竞
争更激烈，要做出差异化产品更难了。
从传统内燃机汽车到电动汽车，虽然动
力系统门槛确实降低了，但车身、底盘、

电子电气等系统以及制动、转向等基本
功能的要求一点没有降低。

汽车是典型的长周期、重投资、高
壁垒产业。赵福全表示，一款车从前期
市场调研、产品规划，到设计开发、生产
制造、经营销售，都需要巨量的人力、物
力、财力资源，没有强大的技术、雄厚的
资金，企业很难活下来，“汽车一直就是
新创企业存活率极低的行业”。

“当前造车新势力最大的挑战是交
付。”威马汽车创始人沈晖表示：“只有
大面积将车辆交付线下用户，才能洗刷

‘忽悠’之名。”
同时，大规模资本投入对新势力车

企也是考验。蔚来汽车创始人李斌曾
表示，由于重资产、大投入，且短期难以
实现盈利，200亿元只是一个造车“起
点”。今年一季度，蔚来汽车融资4.35
亿美元，并用24.1%股权换来了合肥市
政府战略投资70亿元。目前，蔚来汽
车融资总金额高达543亿元，产量突破
5万辆，但仍未实现盈利。

此外，汽车对产品技术和安全有着
非常高的要求，造车体系能力的提升绝
非一日之功。即使是资金实力雄厚的
恒大集团，造车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
在房企转型造车的道路上，恒大的前面
还有宝能、万达、碧桂园、万通、华夏幸
福等，目前普遍进展不顺。如宝能入局
观致两年后，并未带来理念、技术、管
理、体系上的进步，以至于观致大部分
仅靠内部消化，销量每况愈下。

路究竟咋走

“没有任何一家造车企业能在脱离

产品和市场的支撑下实现长久发展。”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师建华表
示，“对于造车新势力来说，只有不断
提升产品和品牌的市场竞争力，才能
在当下激烈的竞争中存活下来。某些
迟迟没有实现量产的车企，必须有拿
得出手的产品，脱离产品只谈模式和
服务，最终难免会被市场淘汰。”

赵福全告诉记者，造车新势力第
一款车的市场表现，很大程度上决定
着其“生死存亡"。“虽然造车新势力
没有历史包袱，但只靠一年几万辆的
产销量，也很难支撑企业生存与发
展。毕竟汽车产业需要持续的研发投
入，而持续投入又需要销量作为有力
支撑。”在赵福全看来，造车新势力惟
有通过打造多款明星产品，尽快上
量，才有可能形成规模效应，从而提
升自身竞争力。

随着产业化深入和销量提升，造
车新势力遇到的问题也将呈几何级数
增长。一方面，规模化生产对产品质
量、销售、服务的全面保障能力提出
了更高要求，这无疑是经验有限的造
车新势力所欠缺的；另一方面，造车
新势力又必须努力培育具有特色的产
品新卖点和品牌新内涵。

“面对产业全面重构的空前变局，
造车新势力应坚持聚焦主业不动摇，
并对新技术发展的长期性和曲折性有
足够心理预期。”刘宗巍建议，造车新
势力一定要“守正出奇”，在充分尊重
汽车产业基本规律，踏踏实实做好研
发、采购、生产、销售、服务等各环
节的基础上，大胆创新，甚至推出革
命性的全新解决方案，尝试引领未来

产业方向。
此外，造车新势力还要具备更多

更强的技术能力和资源掌控能力。“原
来只要把发动机、变速器做好就可以
了，现在不做电动技术不行，不做智
能网联技术也不行；只做硬件也已经
不够了，还必须做软件；硬件和软件
做好了，还要做系统集成，并要思考
如何布局商业模式等一系列问题。”赵
福全说，面对变局，虽然造车新势力
挑战很大，但机遇也更多。

“特斯拉也经历了产品质量问题不
断、订单无法按时交付、连续亏损等
很多难关，但它熬过来了。这对我国

造车新势力是一个启迪，不是完全没
有机会，而是充满希望。比赛还在进
行，现在谁胜谁负还不好说。”中国汽
车工业咨询委员会主任安庆衡坚持认
为，“我们要对新兴产业、新兴企业发
展有信心，当务之急是统一认识、适
应形势、踏实肯干，坚持下去”。

汽车产业重构是一场漫长的马拉
松，必然会有不同参与者进入赛道。

“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新尝试，也
肯定要交很多学费，甚至一批先锋会
成为‘先烈’，这些都是正常现象，也
是产业成功重构必然要经历的大浪淘
沙过程。”赵福全表示。

移动互联网时代，很多人都遇到过
APP或SDK（软件工具开发包）未告知
用户就收集个人信息，或者是未以显著
方式标示且未经用户同意，将收集到的
用户搜索、浏览记录、使用习惯等个人
信息，用于定向推送或广告精准营销，
且未提供关闭该功能选项等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7月29日，工业和
信息化部召开会议，要求各企业认真开
展自查自纠，重点对专项行动中“APP、
SDK违规处理用户个人信息”“设置障
碍、频繁骚扰用户”“欺骗误导用户”“应
用分发平台责任落实不到位”4个方面
10类问题集中排查，发现问题及时落
实整改。

据介绍，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及
各省通信管理局将加强常态化监督检
查，依法加大对各类违规行为的处置和
曝光力度。对整改不彻底仍然存在问
题的，将采取向社会公告、组织下架、断
接入、行政处罚以及将受到行政处罚的
违规主体纳入电信业务经营不良名单
或失信名单等措施。

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强调说，各企业不得存有侥幸心理和

“过关”思维，切勿试探监管底线、触碰
监管红线、低估监管意志。

就在7月24日，工信部刚刚通报了
狐友、球球大作战、天弘基金等58款侵
害用户权益行为 APP，并要求这些
APP 在 7 月 30 日前完成整改落实
工作。

事实上，工信部从2019年就开始
推进APP侵害用户权益专项整治行
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技术与标准
所产业互联网研究部主任汤立波介绍，
目前专项行动共检测了超过8万余款
APP，推动了 8000 余款 APP 自查整
改，对500余家存在问题的企业下发了
整改函，在加强用户个人信息保护方面
已取得积极成效。

不过，由于APP产业链庞杂，服务
也复杂多样，对于APP的监管和整治
还存在一定难题。因此，工信部信息通
信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提升

APP 技术检测能力，大力推进全国
APP技术检测平台管理系统建设，进一
步凝聚产业力量，鼓励有条件的企业积
极参与平台建设，提升自动化检测水平
和能力。

同时，工信部还将组织APP开发
运营者、应用分发平台、第三方服务提
供者、电信设备生产企业、安全厂商等
相关单位，推动建立APP联盟，制定行
业自律公约和技术检测标准，健全第三
方评议机制，强化行业规范，进一步加
强行业自律。

7月24日，工信部发布了《关于开
展纵深推进APP侵害用户权益专项整
治行动的通知》，提出要督促相关企业
强化APP个人信息保护，及时整改消
除违规收集、使用用户个人信息和骚扰
用户、欺骗误导用户、应用分发平台管
理责任落实不到位等突出问题，净化
APP应用空间。

据了解，工信部还将在今年8月底
前上线运行全国APP技术检测平台管
理系统，12月10日前完成覆盖40万款
主流APP检测工作。

《通知》强调的整治对象有3类，一
是APP服务提供者，即互联网信息服

务提供者提供的可以下载、安装、升级
的应用软件，包括快应用和小程序等新
应用形态。二是软件工具开发包提供
者，即集成在手机APP里的第三方工
具集合。三是应用分发平台，包括网
站、应用商店、APP等承担下载、安装、
升级等分发服务的各类平台。

APP哪些侵犯用户权益行为是整
治重点？对此，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具体包括APP、SDK
违规收集个人信息、超范围收集个人信
息、违规使用个人信息、强制用户使用
定向推送功能等行为。在设置障碍、频
繁骚扰用户方面，将重点整治APP强
制、频繁、过度索取权限，APP频繁自启
动和关联启动等行为。在欺骗误导用
户方面，重点整治欺骗误导用户下载
APP，欺骗误导用户提供个人信息等行
为。在应用分发平台责任落实不到位
方面，重点整治应用分发平台上的APP
信息明示不到位、应用分发平台管理责
任落实不到位等问题。

“我国是互联网大国，对数百万款
APP实时监督检测难度很大。此外，违
规问题的发现和处置还需要相关各方
共同推进。”汤立波说。

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天水工务材料段对账处理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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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天水工务材料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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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塞得机电物资供应部

巩义市瑞华耐火纤维厂

蔡志明

宝鸡酒精厂

故诚郑口铁路配件厂

兰材总厂服务公司

山东宁津标件厂

宝鸡桥梁金属结构道岔配件厂

林州市昌达铁路材料厂

青海青宁气体公司

天水铁鑫物资有限公司

天水四通公司

兰州惠通铁路物资供应站

平南建筑队

长沙暮云矿

甘泉乡耐火材料厂

陇西酒精厂

海林销售公司北道分公司

成都南桥橡胶杂件厂

河南安阳三环铁路器材公司

任丘市波涛合金门市部

黄许镇轨枕厂

武汉钢铁厂

西安市大维机床供应站

成铁德阳轨枕厂多经

甘肃华晋铁路工贸公司

甘肃金达化工有限公司

甘肃陇西凯华化工有限公司

甘肃天一永新会计事务所

江苏省徐州锻压厂集团有限公司

麦积区桥南金盛水玻璃厂

秦城青峰建筑维修队

天水永生建筑队

北道道南盛达打印部

云南省铁路总公司鄯善中直能源铁路专用线工程项目经理
部

甘肃港东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白银公司运输部

宏达物资经销部

柳州桂铁物资有限公司

酒泉集团城昊物资有限公司

马明科

焦宝全

肖忠来

天水广华物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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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美卓流体机械有限公司（甘肃美卓流体机械有限公司）

包头市中地铁路物资有限公司

绥中铁路器材厂

嘉峪关市诚鑫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株冀硬质合金有限公司

丹阳市东进空分设备有限公司

任丘市精成株洲硬质合金有限公司

山东东旭热能工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桂林九阳电力电容器有限公司

林州市畅达铁路材料有限公司

天水华凯商贸有限公司

浙江青铁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银川腾中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天水登宏电热有限责任公司

兰州金铁工贸有限公司

天水光峰机械厂

天水新天宇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邢台天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天水桥南家居建材城有限公司

麦积区桥南陇盛汽修服务中心

保定市金能换热设备有限公司

天水市麦积区海泉铸件厂

天水山水苑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高碑店市高碑店明泉铸造厂

北京航空研究院

马鞍山市东风铁路器材有限责任公司（其他）

天水市秦州区泰合欣液化气站

宝钛集团有限公司

天水欧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河北一钢贸易有限公司

四川天灵科技有限公司

宏安液化气站

桥南双信建材经营部

郑州前进耐火材料

天水裕宏物资有限公司

西安宝蔼工贸有限公司

邢台天盛有限公司

北京科海龙华工业自动化仪器有限公司

陕西中铁华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山海关桥梁厂

江苏晋德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宝鸡鑫强铁路工程贸易公司

陕西榆次永盛器材厂

河南省铁创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上海奥特玛特物流设备有限公司

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天水工务材料段 地址: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前进北路1号 电话:0938-49395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