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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的车企都适合不是所有的车企都适合

这个市场这个市场。。

这些年这些年，，几乎所有自主几乎所有自主

品牌车企都在奔高端品牌车企都在奔高端，，以前以前

只 有只 有 1010 万 元 级 车 型 的 品万 元 级 车 型 的 品

牌牌，，拼死都要造拼死都要造 2020 万元级万元级

别的车别的车，，还要比老牌竞品还要比老牌竞品

大大、、配置高配置高。。以前卖以前卖1010万万~~

2020 万元级别的品牌万元级别的品牌，，现在现在

一定要冲击一定要冲击3030万万~~4040万元级万元级

别才有种蒸蒸日上的感觉别才有种蒸蒸日上的感觉。。

不要怪车企有这样的做不要怪车企有这样的做

法法。。事实上事实上，，按照数据统按照数据统

计计，，这些年这些年，，低端车销量持低端车销量持

续下滑续下滑、、形势严峻是个不争形势严峻是个不争

的事实的事实。。与此相反与此相反，，豪车销豪车销

量却逆势增长量却逆势增长。。去年去年，，占整占整

个汽车销售量近三成的县级个汽车销售量近三成的县级

市以下地区市以下地区，，负增长达负增长达2020%%

以上以上，，占总体市场份额四成占总体市场份额四成

左右的左右的 1010 万元以下汽车负万元以下汽车负

增长达增长达2020%%以上以上，，两者下降两者下降

幅度都很明显幅度都很明显。。与此同时与此同时，，

去年豪华车市场份额已达到去年豪华车市场份额已达到

1010%%以上以上，，创历年新高创历年新高。。

据专家猜测据专家猜测：：那些待在那些待在

县级市以下地区县级市以下地区，，要买要买 1010

万元以下车型的低收入阶万元以下车型的低收入阶

层层，，到了该买车的时候到了该买车的时候，，兜兜

里没钱了里没钱了，，收入不足以支持收入不足以支持

他们的消费需求了他们的消费需求了。。

其实其实，，影响低端汽车消影响低端汽车消

费的因素还有很多费的因素还有很多，，不仅仅不仅仅

是消费能力是消费能力，，例如后期维例如后期维

修修、、保险费用高保险费用高；；交通拥交通拥

堵堵、、停车难停车难；；年检程序繁年检程序繁

杂杂、、费时又费力费时又费力；；各地限行各地限行

限购政策的施行等限购政策的施行等，，进一步进一步

打消了这部分群体购车的积打消了这部分群体购车的积

极性极性。。

66 月月 88 日日 ，， 乘 联 会 指乘 联 会 指

出出，，目前车市主要的特征是目前车市主要的特征是

高低端分化高低端分化，，88万元以下车万元以下车

型的需求低迷型的需求低迷。。豪华车豪华车55月月

销量同比增长销量同比增长2020%%，，自主品自主品

牌表现压力相对较大牌表现压力相对较大，，这也这也

是首购消费群体购买力尚未是首购消费群体购买力尚未

充分体现的特征充分体现的特征。。促消费要促消费要

拉动新车首购群体拉动新车首购群体，，促进汽促进汽

车消费的核心是要促进私家车消费的核心是要促进私家

车普及车普及，，这样才能有拉动增这样才能有拉动增

量的效果量的效果。。随着国家对灵活随着国家对灵活

就业的鼓励就业的鼓励，，购车需求会在购车需求会在

中年返乡农民工群体中得到中年返乡农民工群体中得到

更多的释放更多的释放。。

正如之前报道所说正如之前报道所说，，中中

国还有国还有66亿人年收入不足三亿人年收入不足三

万元万元，，还有还有 1010 亿人没有坐亿人没有坐

过飞机过飞机。。这样的地方难道没这样的地方难道没

有汽车需求有汽车需求？“？“中低端售货中低端售货

车销量增加车销量增加，，这样的效应至这样的效应至

少能持续几个月少能持续几个月”。”。那几个那几个

月之后呢月之后呢？？

虽然前景不明虽然前景不明，，但汽车但汽车

行业好不容易有个可能的行业好不容易有个可能的

““风口风口”，”，车企自然不能松车企自然不能松

懈懈。。

对很多车企来说对很多车企来说，，售货售货

车一直都有车一直都有，，现在根据不同现在根据不同

应用场景推出产品可能是个应用场景推出产品可能是个

较好的选择较好的选择。。而原来没有这而原来没有这

种车型种车型，，现在想去现在想去““分得一分得一

杯羹杯羹””的要思考一下的要思考一下，，究竟究竟

值不值得值不值得？？

微型车迎来“微就业”风口？

最近，“人民需要什么，五菱就

造什么”的五菱汽车推出的五菱荣光

售货车引燃了整个微型货车市场。从

产品发布到订单量突破1000辆，仅

用时3天。五菱效应引发众多关注。

中国还有6亿人年收入不足三万元，

这部分群体有怎样的汽车需求？

本报记者 王伟

66 月月 33 日日，，港股五菱汽港股五菱汽

车午后涨幅超车午后涨幅超 120120%%，，跟着跟着

上涨的还有长安汽车上涨的还有长安汽车、、福田福田

汽车汽车、、江铃汽车江铃汽车、、众泰汽众泰汽

车车、、广汽集团广汽集团、、江淮汽车等江淮汽车等

一众车企一众车企。。资本市场的异动资本市场的异动

根源根源，，是五菱发布的一款微是五菱发布的一款微

型货车型货车。。

产品一经推出即广受消产品一经推出即广受消

费者推崇费者推崇，，并引发众多厂商并引发众多厂商

跟进跟进。。但是但是，，这个市场真的这个市场真的

有那么有那么““香香””吗吗？？

66 月月 33 日日 ，， 五 菱 荣 光五 菱 荣 光

““翼开启售货车翼开启售货车””亮相亮相，，产产

品一经推出即广受消费者推品一经推出即广受消费者推

崇崇，，一些高赞评论提出一些高赞评论提出：：

““真的是人民需要什么真的是人民需要什么，，五五

菱就在造什么菱就在造什么。”。”

66月月33日日、、44日日、、55日三日三

天天，，港股五菱汽车连续拉了港股五菱汽车连续拉了

三根大阳线三根大阳线，，股价从原先的股价从原先的

00..2020港元左右暴涨至近年来港元左右暴涨至近年来

的高位的高位00..7474港元港元。。不过不过，，港港

股五菱汽车主营的是汽车零股五菱汽车主营的是汽车零

部件部件，，而五菱荣光背后的整而五菱荣光背后的整

车厂为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车厂为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份有限公司，，再往上就是沪再往上就是沪

市市AA股上汽集团股上汽集团，，该股股价该股股价

这些天波澜不惊这些天波澜不惊。。

也就是说也就是说，，资本主力把资本主力把

热情投射错了地方热情投射错了地方。。

不过不过，，港股五菱汽车生港股五菱汽车生

产的发动机等核心零部件多产的发动机等核心零部件多

多少少和五菱荣光有一定的多少少和五菱荣光有一定的

联系联系，，炒港股还情有可原炒港股还情有可原。。

还有投资者问及主营运钞车还有投资者问及主营运钞车

的迪马股份的迪马股份，“，“是否能生产是否能生产

大排档用的餐车大排档用的餐车？”？”公司董公司董

秘回应秘回应，，公司旗下迪马工业公司旗下迪马工业

具备各类用途专用车的定制具备各类用途专用车的定制

化生产能力化生产能力。。此番回答后此番回答后，，

迪马股份也毫无意外地收获迪马股份也毫无意外地收获

涨停涨停。。可想而知可想而知，，资本市场资本市场

有时并不按常理出牌有时并不按常理出牌。。有券有券

商从业者表示商从业者表示，，股市经常出股市经常出

现羊群效应现羊群效应，，不是真实价值不是真实价值

的反映的反映，，投资者需要理性对投资者需要理性对

待待。。

众多厂商跟进

66 月月 33 日亮相的五菱荣日亮相的五菱荣

光光““翼开启售货车翼开启售货车””功能和功能和

优点多多优点多多：：打开就能卖货打开就能卖货；；

小本创业好选择小本创业好选择；；整车出厂整车出厂

品质保证品质保证；；原装出品原装出品；；安心安心

年审年审。。其特别强调具有商业其特别强调具有商业

活动功能活动功能，，机动性强机动性强，，占地占地

面积小面积小，，开展宣传开展宣传、、配送配送、、

售卖售卖、、促销时灵活机动促销时灵活机动。。潜潜

台词就是受台词就是受““街头小型创业街头小型创业

者者””欢迎的致富工具欢迎的致富工具。。

此外此外，，五菱回应五菱回应，，该车该车

持有驾驶证持有驾驶证CC照即可驾驶照即可驾驶。。

高赞评论呼应了之前的广告高赞评论呼应了之前的广告

文案文案。。今年年初今年年初，，五菱还因五菱还因

为造口罩火过一阵为造口罩火过一阵，，广告语广告语

朗朗上口朗朗上口：：人民需要什么人民需要什么，，

五菱就造什么五菱就造什么。。

其他汽车生产商跟进的其他汽车生产商跟进的

热情很足热情很足。。

北京汽车展示了类似车北京汽车展示了类似车

型型，，包括北汽包括北汽 EVEV22、、北汽北汽

MM505505 等等。。长安凯程透露将长安凯程透露将

加大翼开启箱式货车的生加大翼开启箱式货车的生

产产，，并推荐了神骐并推荐了神骐 TT2020 车车

型型。。新造车企业新造车企业““开云汽开云汽

车车””也喊出也喊出““夜市夜市 22..00 一定一定

是科技驱动的是科技驱动的””这个口号这个口号，，

从效果图来看从效果图来看，，就是为烧烤就是为烧烤

摊加上了四个轮子摊加上了四个轮子，，称之为称之为

““流动烧烤流动烧烤””很合适很合适。。

五菱荣光推出的新款售五菱荣光推出的新款售

货车在原有车型基础上升货车在原有车型基础上升

级级、、优化优化，，具有好开停具有好开停、、好好

通过通过、、便捷的特点便捷的特点。。据悉据悉，，

五菱还将抓住此次机遇五菱还将抓住此次机遇，，生生

产更多的多功能车辆产更多的多功能车辆，，契合契合

市场需求市场需求。。

场景适用也要避免风险

对于类似的专用车而对于类似的专用车而

言言，，由于车辆不仅具有载货由于车辆不仅具有载货

的功能的功能，，还能起到销售空间还能起到销售空间

的作用的作用，，可谓一举两得可谓一举两得。。相相

比合资品牌比合资品牌，，自主品牌更了自主品牌更了

解国内的商业环境解国内的商业环境，，其在商其在商

用及专用车场景下的产品会用及专用车场景下的产品会

更加丰富更加丰富。。

不过不过，，随着创业新风口随着创业新风口

的升温的升温，，并不意味着所有微并不意味着所有微

型货车企业都能把握住机型货车企业都能把握住机

会会。。早在早在 20152015 年左右年左右，，韩韩

国就曾放宽对商用车等车辆国就曾放宽对商用车等车辆

提供饮食销售的商户注册限提供饮食销售的商户注册限

制制。。当时当时，，韩国某车企推出韩国某车企推出

了一款改良版微货了一款改良版微货，，可适用可适用

于售货及销售小吃于售货及销售小吃，，该车型该车型

被称为被称为““小吃神车小吃神车”，”，月销月销

量同比增幅一度达到量同比增幅一度达到 99 成成。。

不过不过，，由于小吃市场快速饱由于小吃市场快速饱

和和，，随后微货销量大幅下随后微货销量大幅下

降降，，加上大量的二手车涌加上大量的二手车涌

出出，，整车的保值率随之下整车的保值率随之下

降降。。而原本定价较低的微货而原本定价较低的微货

的利润率也进一步回落的利润率也进一步回落，，加加

之产品出现的质量问题层出之产品出现的质量问题层出

不穷不穷，，进而影响到了该车企进而影响到了该车企

的品牌形象的品牌形象，，于是成为了该于是成为了该

公司破产的重要原因公司破产的重要原因。。

眼下这股热浪的拉动作眼下这股热浪的拉动作

用或许能刺激一时的销量用或许能刺激一时的销量，，

但想要逆风翻盘但想要逆风翻盘，，依然困难依然困难

重重重重。。对于微型货车对于微型货车，，其在其在

三四线城市或有较大发展空三四线城市或有较大发展空

间间，，但在一二线城市但在一二线城市，，受制受制

于牌照于牌照、、停车位不足等因停车位不足等因

素素，，各类售货车前景并不明各类售货车前景并不明

朗朗。。

市场机会很难把握

凭借电池凭借电池、、电机和智电机和智

能驾驶等优势获取大量用能驾驶等优势获取大量用

户的同时户的同时，，特斯拉也时常特斯拉也时常

因产品做工问题而受到不因产品做工问题而受到不

少 消 费 者 诟 病少 消 费 者 诟 病 。。 综 合综 合

ElectrekElectrek、、 InsideEVsInsideEVs 报报

道道，，日前日前，，特斯拉在加拿特斯拉在加拿

大因车漆质量问题面临车大因车漆质量问题面临车

主集体诉讼主集体诉讼，，并要求经济并要求经济

赔偿赔偿。。

由于加拿大冬季气候由于加拿大冬季气候

寒冷寒冷，，市政部门会在路面市政部门会在路面

上铺洒除冰盐或者砂石来上铺洒除冰盐或者砂石来

防止积雪和结冰防止积雪和结冰。。然而然而，，

一些一些ModelModel 33车主却投诉车主却投诉

称称，，在这种路况下在这种路况下，，其车其车

底的油漆降解速度极快底的油漆降解速度极快，，

寿命急剧下降寿命急剧下降。。上述问题上述问题

在加拿大面积最大的魁北在加拿大面积最大的魁北

克省尤其严重克省尤其严重。。由于当地由于当地

鼓励消费者购买电动汽车鼓励消费者购买电动汽车

以及电费便宜等因素以及电费便宜等因素，，魁魁

北克省的北克省的ModelModel 33车主数车主数

量非常多量非常多。。而特斯拉却并而特斯拉却并

不打算解决油漆问题不打算解决油漆问题，，当当

地车主只得采用集体诉讼地车主只得采用集体诉讼

的形式来维权的形式来维权。。

一位名叫简一位名叫简··弗朗西弗朗西

斯斯··贝勒罗斯的车主在诉贝勒罗斯的车主在诉

讼时指出讼时指出，，他的新车在经他的新车在经

历了第一个冬天之后历了第一个冬天之后，，油油

漆就开始出现加速老化的漆就开始出现加速老化的

现象现象，，他就此问题与特斯他就此问题与特斯

拉联系拉联系，，但汽车制造商拒但汽车制造商拒

绝在保修期内解决该问绝在保修期内解决该问

题题。。无奈之下无奈之下，，贝勒罗斯贝勒罗斯

只能前往一家汽修店修复只能前往一家汽修店修复

被腐蚀的车底漆被腐蚀的车底漆，，并花费并花费

了了 47004700 加元加元 （（约合人民约合人民

币币22..55万元万元）。）。由于特斯拉由于特斯拉

不支持在保修期内处理漆不支持在保修期内处理漆

面 问 题面 问 题 ，， 受 到 影 响 的受 到 影 响 的

ModelModel 33车主不得不求助车主不得不求助

于漆面保护膜等汽车保养于漆面保护膜等汽车保养

产品产品。。

不少车主认为不少车主认为，，长期长期

在使用融雪盐和砂石的路在使用融雪盐和砂石的路

面上行驶的确会对车底漆面上行驶的确会对车底漆

造成损伤造成损伤，，但车龄在一年但车龄在一年

之内就出现如此严重的车之内就出现如此严重的车

漆降解是不正常的漆降解是不正常的。。

随着投诉用户数量的随着投诉用户数量的

增多增多，，特斯拉被迫做出回特斯拉被迫做出回

应应，，于数天前在其官方网于数天前在其官方网

站上线了一款名为站上线了一款名为““全天全天

候保护套件候保护套件””的产品的产品，，并并

称将为寒冷地区的车主免称将为寒冷地区的车主免

费提供费提供。。不过不过，，先前遭受先前遭受

损失的车主还是决定向特损失的车主还是决定向特

斯拉发起集体诉讼斯拉发起集体诉讼，，并召并召

集更多遭遇相同问题的车集更多遭遇相同问题的车

主参加诉讼主参加诉讼。。在集体诉讼在集体诉讼

中中，，他们要求特斯拉补偿他们要求特斯拉补偿

原车价与油漆问题导致的原车价与油漆问题导致的

车辆价值减少之间的差车辆价值减少之间的差

额额。。例如例如，，贝勒罗斯不仅贝勒罗斯不仅

要求特斯拉报销要求特斯拉报销 47004700 加加

元的补漆费用元的补漆费用，，还要求该还要求该

公司支付两笔公司支付两笔500500加元的加元的

赔偿金赔偿金。。自自55月月1818日发起日发起

集体诉讼至今集体诉讼至今，，仅加拿大仅加拿大

魁北克省就有近魁北克省就有近 63006300 名名

ModelModel 33 车主参与其中车主参与其中。。

据统计据统计，，假设起诉者中有假设起诉者中有

一半胜诉一半胜诉，，并获得并获得 50005000

加元的补漆费用和加元的补漆费用和 10001000

加元的赔偿加元的赔偿，，那么特斯拉那么特斯拉

就得因此赔偿多达就得因此赔偿多达 18001800

万加元万加元。。

这不是特斯拉第一次这不是特斯拉第一次

因除冰盐问题被推上舆论因除冰盐问题被推上舆论

的风口浪尖的风口浪尖，，涉及的也不涉及的也不

止止ModelModel 33一款车型一款车型。。早早

在在 20182018 年年初年年初，，特斯拉特斯拉

就因除冰盐可能腐蚀转向就因除冰盐可能腐蚀转向

螺栓于全球范围内召回螺栓于全球范围内召回

1212..33 万辆万辆 Model SModel S。。今年今年

22月月，，特斯拉以相同原因特斯拉以相同原因

在北美地区召回在北美地区召回 11..55 万辆万辆

Model XModel X。。在中国在中国，，特斯特斯

拉同样因除冰盐影响转向拉同样因除冰盐影响转向

系统系统，，于今年于今年44月向国家月向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

召回计划召回计划，，决定自决定自 20202020

年年66月月77日起日起，，召回召回20162016

年年 44 月月 1515 日至日至 20162016 年年 1010

月月 1616 日期间生产的部分日期间生产的部分

进 口进 口 Model XModel X 系 列 汽系 列 汽

车车，，共计共计31833183辆辆。。

（刘欣）

股票炒错了方向？

车漆质量堪忧，
特斯拉遭车主集体诉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