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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观点

蔚来BaaS落地：换电能否走顺？

20202020（（第十六届第十六届））北北

京国际汽车展览会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将于将于99

月月2626日日--1010月月55日在中国日在中国

国际展览中心新老馆区同国际展览中心新老馆区同

时举行时举行，，总展出面积将达总展出面积将达

到到2020万平方米万平方米。。

以展示国内外乘用以展示国内外乘用

车车、、商用车为主的国展新商用车为主的国展新

馆展区在馆展区在 99 月月 2626 日日、、2727

日为媒体日日为媒体日；；99月月2828日至日至

3030 日是专业观众日日是专业观众日；；1010

月月 11 日至日至 55 日为公众参观日为公众参观

日日。。设在老馆的零部件和设在老馆的零部件和

新能源汽车展区的举办时新能源汽车展区的举办时

间是间是99月月2828日日--3030日日。。

88 月月 2020 日日，，蔚来汽车正蔚来汽车正

式 发 布 电 池 租 用 服 务式 发 布 电 池 租 用 服 务 BaaSBaaS

（（BatteBattery as a Servicry as a Servicee）。）。BaaSBaaS

提供了车电分离提供了车电分离、、电池租用电池租用

的新型购车方式的新型购车方式：：用户在购用户在购

买蔚来汽车时买蔚来汽车时，，可以不购买可以不购买

电池包电池包，，只需根据实际使用只需根据实际使用

需求租用不同容量的电池需求租用不同容量的电池

包包，，按月支付服务费按月支付服务费。。

据 蔚 来 汽 车 董 事 长据 蔚 来 汽 车 董 事 长 、、

CEOCEO李斌介绍李斌介绍，，选择选择BaaSBaaS模模

式购买蔚来全系车型式购买蔚来全系车型，，车辆车辆

售价将降低售价将降低 77 万元万元，，而服务而服务

费的多少与所选的电池包容费的多少与所选的电池包容

量相关量相关。。例如例如，，选择选择 7070kWhkWh

的电池包的电池包，，每月的服务费是每月的服务费是

980980元元（（非服务无忧用户另须非服务无忧用户另须

支付每月支付每月8080元的电池保障费元的电池保障费

用用）。）。因此因此，，在在BaaSBaaS模式下模式下，，

蔚来全系车型的购车成本将蔚来全系车型的购车成本将

下探下探，，蔚来蔚来ESES88、、ESES66和和ECEC66

补贴后的起步价分别降低至补贴后的起步价分别降低至

3838 万元万元、、2727..3636 万元及万元及 2828 万万

元元。。李斌强调李斌强调，，车辆并没有车辆并没有

降价降价，，但我们提供了更好的但我们提供了更好的

购置成本和用车成本的平衡购置成本和用车成本的平衡

方案方案。。从一定程度上看从一定程度上看，，蔚蔚

来的来的BaaSBaaS 能够以一种灵活的能够以一种灵活的

方式提升蔚来汽车在价格上方式提升蔚来汽车在价格上

的竞争力的竞争力。。而而BaaSBaaS 更加重要更加重要

的目的的目的，，是蔚来汽车打通车是蔚来汽车打通车

电分离商业模式的关键一电分离商业模式的关键一

环环。。BaaSBaaS 模式也将体系性地模式也将体系性地

解决电池衰减解决电池衰减、、电池无法升电池无法升

级级、、车辆保值率变动大等一车辆保值率变动大等一

直影响电动汽车普及的难题直影响电动汽车普及的难题。。

与此同时与此同时，，88 月月 1818 日日，，

由蔚来汽车与宁德时代等合由蔚来汽车与宁德时代等合

作伙伴发起的蔚能电池资产作伙伴发起的蔚能电池资产

公司正式成立公司正式成立。。蔚能将是蔚蔚能将是蔚

来来BaaSBaaS 运营的重要支撑运营的重要支撑，，以以

解决电池运营的资金问题解决电池运营的资金问题。。

BaaS商业闭环待形成

21世纪经济报道：从

理论和逻辑上看，蔚来汽

车已经梳理出了一个完整

的“车电分离”商业模

型。但是，从根本上看，

换电仍旧是一种重资产运

营的方式，电池的高额成

本、换电站的建设仍然是

需要面对的难题。特斯拉

曾经放弃的换电模式，在

BaaS模式的加持下，蔚来

能够跑通吗？

新浪财经：从一定程

度上说，蔚来汽车想要走

通换电模式，其自身背负

的重资产必须减轻。否

则，蔚来就没有充足的资

金来推动换电商业模式。

电车之家：购车价格

下降了 7 万元，应该是一

片叫好才对，但从用户的

评论来看，却并非如此。

这 是 因 为 从 长 期 来 看 ，

BaaS方案可能并不划算。

新浪：其实，在目前

看来，蔚来推出BaaS服务

更像是一个大布局的开

端，真正有价值的部分还

藏在冰山之下，不仅仅局

限于做车的蔚来承载了李

斌更大的野心。对于当前

的BaaS而言，定价规则较

为单一、众口难调是肯定

的，但对消费者来说也算

是多了一个选择。不过，

从长远来看，BaaS实现了

真正的车电分离，这是一

个进步，这个模式也是非

常有必要的。

经济规律不可违背，永远不要试图考验人性

搜狐：蔚来的一些政

策不符合商品经济最基本

的价值规律。价值规律的

表现形式是：价格受供求

关系影响，围绕价值上下

波动。价格最终还是由价

值决定。也就是说，不以

价值为基础的定价是不合

理的，长期来看，必然是

行 不 通 的 。统 一 定 价 的

BaaS 与终身免费、不限量

换电存在同样的问题，即

试图考验人性。

网易：目前，蔚来换

电站已经出现的排队等待

换电的情况恐怕将更加恶

化。就怕有的用户在电量

还有一半以上的情况下就

去换电，而且天天去换，尤

其是距离换电站很近和平

常就路过换电站的用户。

蔚来和特斯拉必有一战

未来汽车日报：“一

锤子买卖”这种传统的整

车购买方式彻底被颠覆。

这是蔚来在技术和商业模

式上的又一次里程碑式的

创新。现在看来，蔚来

BaaS模式就像是站在更长

远的未来，对特斯拉模式

发起直接挑战。而且，除

蔚来之外，北汽、江淮、

哪吒等诸多车企都已盯上

了这一模式，排队在跟

进。未来，BaaS的规模效

应或将颠覆更多电动汽车

的现有“护城河”。

腾讯网：有多少人会

选择BaaS？这是个问题。这

有点像北美市场的汽车租

售模式，只是给用户使用

权而不给产权，用户需要

持续付费才能使用。这种

消费观念对于大部分中国

消费者来说，是比较难接

受的。而且，BaaS模式的

车辆如何在二手车市场流

通，保值率到底能有多

少？这些都还是未知数。

大众茨维考工厂开始生产ID.4
88月月2020日日，，大众汽车大众汽车

开始在其德国萨克森州的开始在其德国萨克森州的

茨维考工厂生产茨维考工厂生产ID.ID.44，，该该

车将于车将于99月底上市月底上市。。不久不久

后后，，大众还将在中国和美大众还将在中国和美

国生产该车型国生产该车型。。

大众负责电动车型的大众负责电动车型的

董事会成员董事会成员 Thomas UlThomas Ul--

brichbrich 称称：“：“ID.ID.家族的第家族的第

二款车型已经开始走下生二款车型已经开始走下生

产线产线，，直到不久前直到不久前，，这座这座

生产生产 ID.ID.44 的工厂还在生的工厂还在生

产内燃机车辆产内燃机车辆。”。”今年今年 66

月月，，大众完大众完成了对萨克森成了对萨克森

州工厂的改造州工厂的改造。。

88月月2525日日，，大连市首大连市首

辆自主研发制造辆自主研发制造、、具有完具有完

全知识产权的全新产品全知识产权的全新产品

CACA61096109URFCEVURFCEV3131 ““ 海海

豚精灵豚精灵””氢燃料电池城市氢燃料电池城市

客车在金普新区的一汽客客车在金普新区的一汽客

车车（（大连大连））有限公司正式有限公司正式

下线下线。。首辆氢燃料电池客首辆氢燃料电池客

车样车下线后车样车下线后，，一汽大客一汽大客

公司将进入批产阶段公司将进入批产阶段，，预预

计今年年底前将实现交付计今年年底前将实现交付

2020 辆整车辆整车。。按照计划按照计划，，

今年年底前今年年底前，，氢燃料电池氢燃料电池

客车将在大连市部分公交客车将在大连市部分公交

线路示范运行线路示范运行。。

特斯拉宣布启用一体式压铸机
近日近日，，特斯拉宣布其特斯拉宣布其

““全球最大的压铸机全球最大的压铸机””已已

在特斯拉弗里蒙特工厂开在特斯拉弗里蒙特工厂开

始运转始运转，，用来生产用来生产ModMod--

el Yel Y车型车型。。

未来未来，，特斯拉上海超特斯拉上海超

级工厂也将配备该压铸级工厂也将配备该压铸

机机。。

马斯克表示马斯克表示，，他将会他将会

非常兴奋地看到特斯拉非常兴奋地看到特斯拉

FremontFremont 工厂的压铸设备工厂的压铸设备

开始运转开始运转，，这是世界上最这是世界上最

大的压铸机大的压铸机，，可以让车身可以让车身

后部一体成型后部一体成型，，包括防撞包括防撞

梁梁。。

大连首辆氢燃料电池客车正式下线

联合燃料电池系统研发公司成立
88月月2020日日，，联合燃料联合燃料

电池系统研发电池系统研发（（北京北京））有有

限公司成立限公司成立。。该公司股东该公司股东

共有共有66位位。。其中其中，，第一大第一大

股东为丰田汽车公司股东为丰田汽车公司，，持持

股比例为股比例为6565%%；；第二大股第二大股

东为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东为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持股比例为

1515%%。。此外此外，，东风东风、、广广

汽汽、、一汽一汽、、北汽并列为第北汽并列为第

三大股东三大股东，，他们均持有他们均持有

55%%的股份的股份。。

一汽智能网联开发院与地平线达成合作
88月月1818日日，，地平线与地平线与

一汽智能网联开发院签署一汽智能网联开发院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以双方将以

高级辅助驾驶高级辅助驾驶（（ADASADAS）、）、

高级别高级别自动驾驶和智能座自动驾驶和智能座

舱方向为重点舱方向为重点，，深入推进深入推进

合作合作。。地平线将通过地平线将通过““天天

工开物工开物””AIAI 开发平台开开发平台开

放赋能放赋能，，向一汽智能网联向一汽智能网联

开发院提供包括征程系列开发院提供包括征程系列

智能驾驶处理器智能驾驶处理器、、MatrixMatrix

自动驾驶计算平台自动驾驶计算平台、、视觉视觉

感知算法感知算法、、众包高精地图众包高精地图

和定位和定位、、智能座舱在内的智能座舱在内的

产品和技术产品和技术。。

现代摩比斯寻求与其他汽车制造商合作
现代摩比现代摩比斯高管表斯高管表

示示，，公司正与两家全球汽公司正与两家全球汽

车制造商接触车制造商接触，，讨论电气讨论电气

化零部件供应方面的合化零部件供应方面的合

作作。。该公司希望提高零部该公司希望提高零部

件产量件产量，，降低电动车价降低电动车价

格格。。目前目前，，现代摩比斯超现代摩比斯超

过过9090%%的营业收入来自母的营业收入来自母

公司现代集团公司现代集团。。现代集团现代集团

旗下物流子公司旗下物流子公司GlovisGlovis也也

将客户范围从现代扩大到将客户范围从现代扩大到

了特斯拉和大众了特斯拉和大众；；现代供现代供

应商翰昂系统现在也向特应商翰昂系统现在也向特

斯拉斯拉ModelModel 33和大众和大众ID.ID.33

供应零部件供应零部件。。

威马欲做科创板新能源汽车第一股
威马威马 DD 轮融资的领轮融资的领

投机构已经确定投机构已经确定，，本轮融本轮融

资规模预计达资规模预计达 5050 亿元亿元。。

此后此后，，威马汽车将抢滩科威马汽车将抢滩科

创板创板。。如若上市成功如若上市成功，，威威

马汽车将成为该板块新能马汽车将成为该板块新能

源汽车第一股源汽车第一股。。某金融机某金融机

构负责人表示构负责人表示：“：“威马汽威马汽

车上市如果仅从投资角度车上市如果仅从投资角度

看看，，是一个不错的股权项是一个不错的股权项

目目。”。”在国内上市在国内上市，，对于对于

投资人的保障更加直接投资人的保障更加直接。。

为期10天 2020北京车展将于9月26日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