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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条通吃市场的鲨鱼，而非我们想要
的鲇鱼”。
自从特斯拉在中国成立独资公司，在
上海建立超级工厂以来，围绕特斯拉“是
鲇鱼，还是鲨鱼”的争议就没断过。鲇鱼
论认为，特斯拉是“汽车界的苹果”
。引进
特斯拉，一方面，可以倒逼中国新能源汽
车企业加大创新力度，在与国际企业竞争
中锤炼和提高自身实力；另一方面，可以
通过龙头企业的带动，培育和提升国内新
能源汽车产业链水平。正如当年引进苹果
手机，不仅促成了华为、小米、OPPO 等
一系列国产品牌的崛起，也带动了苹果产
业链在国内的“开枝散叶”
，形成了“一条
鲇鱼搅活一池水”的鲇鱼效应。
而鲨鱼论认为，在特斯拉上海超级工
厂建成之前，国产新能源汽车的价格通过
补贴后，普遍比特斯拉便宜，有明显的价
格优势。但工厂建成之后，Model 3 作为
特斯拉产品线的低端车，就开始轮番降
价，打压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车市场空间。
随着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产能快速提升，
国产化率进一步提高，按照马斯克的说
法，3 年左右，特斯拉国产 Model 3 标准
续航版将会降至 2.5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十

七八万元。如是，特斯拉则会成为一条通
更不能惧怕特斯拉，而应认真研究它，分
吃市场的鲨鱼，细思极恐。
析其长处及产生长处的根本原因。然后，
笔者以为，从短期来看，对于国内整
结合产业变革新趋势和自身实际，努力创
车企业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企业来说，确实
新，做出比对手更好的产品及其生态，满
会带来不小压力，可谓危大于机。但造车
足消费者愉悦出行体验的需求。反思当年
从来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没有终点的
的家电行业，我们不就是在看似无法超越
马拉松。特别是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的强大日企和韩企的激烈竞争中，越
业变革的加速推进，汽车产业产品和生态 “打”越勇，越“战”越强的吗！“所有打
都面临重构。数字化和电动化转型带来的
不垮你的，终将使你更强大”
。
更何况，目前我国电动汽车，无论是
变量，又使得机大于危，自主品牌新能源
汽车未必就不能超越特斯拉。
新车销量还是保有量，与传统燃油车相比
武侠世界有“与高手过招，才能成为高
都还很低，成长潜力不可限量。“羊群走路
手”
的说法，
经营企业又何尝不是如此。深入
靠头羊”
，一个市场尤其是新兴市场，想要
剖析特斯拉当前最大的优势，
其实并不在于
真正发展壮大，就必须有领头羊出来带节
其有多强的核心技术，
而是特斯拉用互联网
奏。特斯拉的明星产品频繁降价，不仅会
思维，通过新的电子电气架构，用软件和智
加速提升消费者对电动汽车有更多认知，
能重新定义了汽车，
打造出了现象级的智能
强化电动汽车的市场培育，而且会加快电
电动产品。在预留硬件能力的前提下，特斯
动汽车性价比拐点到来。从更高的站位来
拉车主能够通过软件升级，
不断增加汽车功
看，无疑这对整个燃油车行业向新能源车
能、改善体验。而基于电动化和智能化的商
转型，将起到巨大推动作用，从而在事实
业生态打造和用户体验提升，
恰恰代表着未
上也为自
来汽车产业的演进方向。所以，资本市场对
主品牌新
特斯拉才给出了如此高的溢价，
市值甚至高
能源汽车
于传统车企老大丰田。
成长打开
因此，我们既不能盲目崇拜特斯拉，
更大空间。

提升采购活动的质量效率及企业整体竞争力

中国通用与中国盐业联合发布“一网一系统”
本报讯 记者周雷报道：由中国通用
技术集团和中国盐业集团有限公司主办，
中国通用咨询投资有限公司承办的“中国
通用招标网·中盐电子采购系统”日前在京
上线。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与中国盐业集团联
合发布的“中国通用招标网·中盐电子采购
系统”，是两家央企携手推进信息化建设与
管控体系深度融合、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又一
合作成果，是央企“对标世界一流管理提升
行动”
“着力优化供应链管理，持续提升采购

的集约化、规范化、信息化、协同化水平”的
积极尝试，对促进企业供应链采购提质降本
增效、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起到良好的示
范作用。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总经理、党组副书记
陆益民表示，
“一网一系统”
对提升采购活动
的质量效率及企业整体竞争力提供了重要
支撑，希望通过“一网一系统”的上线运行，
为中国通用技术集团与中盐集团及广大商
界朋友拓展新的合作空间。
中国盐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耀强

表示，中盐电子采购系统上线后，中盐集团
将充分利用这一抓手，
进一步提高中盐集团
采购管理水平，
助力中盐集团的提质增效工
作，
不断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据悉，中国通用招标网是国内最早建
设的第三方全电子招标采购平台之一。由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投资、中国通用咨询投
资有限公司承建并运营。今年年初，通用
咨询启动了中国通用招标网的全新升级改
造，系统建设遵循技术先进、体系灵活、可
扩展性强、稳定性高的原则，融合大数据、

近日，施耐德电气 2020 创新峰会线下
“创新日”
活动在西安举行。
期间，
施耐德电
气展示了其在智能配电解决方案领域的多
款全新产品，
引发市场广泛关注。
西安是施
耐德电气西部区域总部所在地，公司在西
安的业务影响已经遍及全国甚至全球市
场。
施耐德电气在西安的发展，
是许多外企
不断深化在华发展战略、加大中西部投资
力度的典型写照。
近年来，
中国政府不断推出政策举措，
优化中西部地区营商环境，吸引外商到中
西部投资，
共享中西部发展机遇。
5 月 18 日 ，商 务 部 部 长 钟 山 在 国 新
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国将加大中西
部地区和老工业基地的对外开放，鼓励
更多的外商到中西部地区、东北老工业
基地投资。7 月 31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
务部发布通知，
就《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
(2020 年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与过去相比，2020 年版的《鼓励外商投资
产业目录》主要修订内容中包括进一步鼓
励外资投向中西部地区，中西部目录根据
各地扩大开放和招商引资需要，新增或扩
展了有关条目。
此外，
中西部在资源禀赋、劳动力成本
等方面都拥有独特优势，在“一带一路”合
作背景下，
中西部地区区位优势越发明显。
种种利好，正吸引众多在华外企逐步加大
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力度。
仅今年 9 月，就有多个引人关注的投
资项目。9 月 7 日，洲际酒店集团宣布将在
中国西部川滇环线新开业 4 家新酒店，分
别位于四川甘孜理塘、稻城亚丁以及云南
大理、迪庆香格里拉。
洲际酒店集团大中华
区首席发展官孙健表示：
“洲际酒店集团十
分看好川滇大环线的发展潜力，国际品牌
酒店入驻后可以帮助提升该地区的旅游品
质，
吸引更多的旅行者。
”
9 月 14 日，霍尼韦尔宣布与陕西西咸新区签订投资战略
协议，计划将在陕西西咸新区投资开展以旗下智能建筑科技
业务为主的运营、研发、市场和销售。霍尼韦尔中国总裁张宇
峰表示：
“ 霍尼韦尔高度重视中国西部地区的发展潜力，对未
来在陕西西咸新区的发展充满信心。”
9 月 15 日，波士顿科学公司中国区“第二总部”与创新培训
学院在成都高新区投入运营。
此前，
波士顿科学西部物流中心已
在成都投运，该物流中心借助蓉欧班列与空港运输的高效物流
体系，缩短运输周转时间，提升供应链的多元性和及时性。波士
顿科学大中华区总裁张珺表示，波士顿科学将以“立足成都，服
务西部”
为目标，
构建可辐射西部的创新医疗生态圈。
9 月 24 日 ，西 门 子 与 河 南 省 政 府 签 署 全 面 合 作 框 架 协
议，双方将在多个领域开展全面合作。例如，在智能制造和工
业互联网领域，西门子将利用在工业自动化与数字化方面的
先进技术与实践经验，为当地水泥、钢铁和装备制造等重点
行业打造行业示范项目。西门子还将与本地企业共建“工业
互联网赋能中心”，培育河南工业互联网产业链和生态圈，助
力河南省提升智能制造水平。

袁 勇

特斯拉是鲇鱼，还是鲨鱼
特斯拉又把自己送上了热搜。国庆长
假第一天，特斯拉中国便抛出一枚“重磅
炸弹”，将标准续航版国产 Model3 补贴后
售价调整至 24.99 万元，击穿了很多人 25
万元的购车心理价位。
这已是特斯拉 Model 3 在中国市场第
6 次下调价格。相比于最初 35.58 万元的定
价，一年多时间，其价格降幅就超过 10 万
元，不仅让老车主深度体验了一把韭菜被
割的滋味，也让蔚来、比亚迪、小鹏等竞
争对手压力倍增。
尽管特斯拉并未就此次价格再度下
调进行正面回应，但明眼人一看都知
道，主要是由于其将之前的三元锂电池
更换为宁德时代磷酸铁锂电池，成本更
低的缘故。特斯拉的价格再次下调，对
于那些将购而未购新能源车的消费者而
言，无疑是个利好。但这也引发了不少
人担忧：其持续增强的产品力，更亲民
的价格，将吊打自主品牌，“特斯拉会成

在华外企加大中西部投资力度

9

5G、AI 和区块链等先进技术的应用，并采
用私有云部署。
中盐电子采购系统（以下简称“中盐系
统”
）以中国通用招标网为底层架构，
根据中
盐集团的需求定制化开发而成。中盐系统
的建设遵照国家相关政策、法律法规，结合
集团地域广、业务复杂的特点，功能设计融
合和借鉴了中国通用招标网、其他大型央企
相关采购业务经验，引入谈判采购、竞价采
购、磋商采购等企业特色的采购方式，提高
了采购管理规范化、精细化、科学化水平，
在
提升采购活动公开、透明度的同时显著提高
业务人员采购效率。
目前，
中盐系统已经实现从采购计划集
团管控到采购过程全过程无纸化、采购合同
在线签署、合同订单在线履行等全链条的在
线无纸化采购管控，
这进一步提升了中盐集
团采购供应链管理集约化、规范化、信息化
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