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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观点

小鹏汽车市值超100亿美元

继正通汽车旗下全国继正通汽车旗下全国

各地各地 44SS 店有多名车主无店有多名车主无

法提车法提车，，被传陷入资金链被传陷入资金链

危机之后危机之后，，国内规模最大国内规模最大

的汽车经销商广汇汽车发的汽车经销商广汇汽车发

布年中报告布年中报告，，上半年公司上半年公司

实现营收实现营收660660..7777亿元亿元，，同同

比下降比下降 1818..1313％％；；实现净实现净

利润利润55..0101亿元亿元，，同比大减同比大减

6666..8282％％ 。。 今 年 上 半 年今 年 上 半 年 ，，

实现销量正增长的经销商实现销量正增长的经销商

仅有仅有2121..55%%。。

继蔚来汽车继蔚来汽车、、理想汽车理想汽车

之后之后，，北京时间北京时间 88 月月 2727 日晚日晚

间间，，小鹏汽车在纽交所正式挂小鹏汽车在纽交所正式挂

牌上市牌上市，，首日涨幅达首日涨幅达 4141..4747%%，，

总市值达到总市值达到 149149..66 亿美元亿美元。。小小

鹏鹏汽车是继蔚来汽车和理想汽车是继蔚来汽车和理想

汽车之后汽车之后，，第三家赴美进行第三家赴美进行

IPOIPO 的国内造车新势力的国内造车新势力。。有有

消息称消息称，，威马汽车也已在紧威马汽车也已在紧

锣密鼓地准备上市事宜锣密鼓地准备上市事宜。。

在美国上市的三家造车在美国上市的三家造车

新势力公司均未实现盈利新势力公司均未实现盈利，，

与传统汽车企业不同的是与传统汽车企业不同的是，，

它们将重心直接放到电动车它们将重心直接放到电动车

上上，，强调电动化和智能化强调电动化和智能化。。

对比一下对比一下，，刚成立几年时间刚成立几年时间

的三家造车新势力公司市值的三家造车新势力公司市值

均可排在广汽集团之前均可排在广汽集团之前、、上上

汽集团和比亚迪之后汽集团和比亚迪之后。。对于对于

这种现这种现象象，，有市场人士认为这有市场人士认为这

是美股的泡沫是美股的泡沫，，也有一些人士也有一些人士

认为新的商业模式能够带来认为新的商业模式能够带来

较高的估值溢价较高的估值溢价。。此前此前，，小鹏小鹏

汽车的融资额和发行估值是汽车的融资额和发行估值是

三家造车新势力三家造车新势力 IPOIPO 时最高时最高

的的，，均高于此前理想汽车和蔚均高于此前理想汽车和蔚

来汽车来汽车 IPOIPO 时的融资额和发时的融资额和发

行估值行估值。。这也使小鹏这也使小鹏汽车成为汽车成为

历史上全球新能源汽车企业历史上全球新能源汽车企业

中定价估值最高和融资规模中定价估值最高和融资规模

最大的最大的 IPOIPO，，并且吸引了几并且吸引了几

乎所有全球顶级的机构投资乎所有全球顶级的机构投资

者作为上市公司的股东者作为上市公司的股东。。

两年半亏了59亿元，为什么突破100亿美元市值？

21 世纪经济报道：

“与互联网相似，投资者

在衡量一家新造车企业

时，通常看中这个细分市

场的成长性，以及这家公

司是否拥有成长为行业龙

头的技术潜力和团队。”

DONEWS： 可 以 看

到，小鹏汽车的上市发行

价、盘前市值、筹资规模

都超过此前赴美上市的蔚

来汽车和理想汽车。这意

味着当下造车新势力头部

企业仍被资本市场看好。

经济观察报：新造车

企业的基本逻辑是全球电

动车市场持续发展，特别

是中国电动车市场的持续

扩大。但目前来看，新能

源汽车的发展并未按照既

定目标进行。未来，中国

新能源汽车市场，特别是

电动汽车市场的发展将影

响这些企业的命运。

小鹏汽车“虚火”？

新浪科技：特斯拉股

价飙涨，将马斯克送上全

球第三大富豪宝座。仅用

了一年时间，市值激增11

倍，相当于约 2.5 个丰田

汽车、5 个大众汽车、11

个通用汽车，特斯拉以一

己之神话带动一个行业的

疯狂。上市不久的小鹏汽

车也让何小鹏身家大增数

百亿元，是实至名归，还

是虚火太旺？

界面新闻：造车新势

力们在产品上虽已取得长

足发展，但自身缺乏“造

血”能力，亏损仍是“主

旋律”，仰赖外界融资“补

血”。在新能源汽车赛道

的新一轮资金热潮过后，

谁又能成为最后的赢家？

网易：小鹏汽车在美

国上市面临四大风险：大

国关系、投资者、汇率、

特斯拉。

造车新势力上市背后的互联网赢家

上游新闻：事实上，

上市不仅成为其财富爆发

的最快途径，也让其背后

的互联网战投方赚得盆满

钵满。以腾讯为例，除了

蔚来汽车之外，腾讯在

2017 年将特斯拉 5%的股

份收购下来。三年后的今

天，新能源汽车“翘楚”

特斯拉市值超过丰田，这

也为腾讯带来浮盈近 100

亿美元。

21世纪经济报道：如

果说蔚来汽车有腾讯背

书，理想汽车的背后是美

团和王兴，那么小鹏汽车

的背后则是阿里和小米。

通过互联网基因，小鹏汽

车将自己包装成一家“汽

车科技公司”。它将自己

的差异化竞争点放在了以

自研为核心的智能化和自

动驾驶之上，这与特斯拉

极其相似。

市值增长就能解决特斯拉和蔚来们的所有问题吗？

东方财富快讯：投资

者狂热地追捧新能源概

念，无视这些企业目前的

体量和一个残酷的事实，

即汽车行业依然在靠燃油

SUV车型赚钱。像通用和

大众都已经在电动车上砸

了巨量的资金，包括投资

和建设电池厂。可以肯定

的是，特斯拉的销量是没

有办法像市值一样半年上

涨四倍的，在特斯拉真正

成为国际销量巨头的路

上，还有很多不确定性，

还需要一些时间。

一汽接管拜腾重组 将融资20亿元
今年六月份今年六月份，，拜腾汽拜腾汽

车被央视点名车被央视点名：“：“烧光烧光””

8484 亿元造不出量产车亿元造不出量产车，，

还被曝欠薪超过还被曝欠薪超过 44 个月个月。。

在在““停止运营停止运营””不到两个不到两个

月后月后，，拜腾被曝出正在重拜腾被曝出正在重

启启。。依据此前一汽集团给依据此前一汽集团给

出的重组方案出的重组方案，，拜腾已申拜腾已申

请注册成立一家名为请注册成立一家名为““盛盛

腾腾””的科技公司的科技公司，，剥离非剥离非

汽车业务汽车业务。。作为股东方的作为股东方的

一汽集团也在联合其他投一汽集团也在联合其他投

资方积极推进资方积极推进 2020 亿元融亿元融

资计划资计划，，以加速拜腾以加速拜腾M-M-

ByteByte的量产的量产。。

一汽解放拟投资近10亿元建设新能源轻卡基地
一汽解放日前发布公一汽解放日前发布公

告告，，表示拟利用一汽解放表示拟利用一汽解放

青岛汽车有限公司即墨工青岛汽车有限公司即墨工

厂红线内预留土地厂红线内预留土地，，投资投资

建设一汽解放新能源轻卡建设一汽解放新能源轻卡

基地基地。。项目达产后项目达产后，，可增可增

加轻卡产能加轻卡产能 1010 万辆万辆//年年，，

预计周期达预计周期达 2626 个月个月。。据据

悉悉，，今年上半年今年上半年，，一汽解一汽解

放实现营收放实现营收 690690..99 亿元亿元，，

同比增长同比增长 1616..0808%%；；净利净利

润为润为2121..55亿元亿元，，同比增长同比增长

1919..7575%%。。公司中重卡销量公司中重卡销量

为为 2323..99 万辆万辆，，同比增长同比增长

3535..77%%。。

斯柯达发布首款基于MEB平台的纯电动SUV
据外媒报道据外媒报道，，斯柯达斯柯达

发 布 了 全 新 的发 布 了 全 新 的 ENYAQENYAQ

iViV 纯电动纯电动 SUVSUV 车型车型。。该该

车是斯柯达推出的首款基车是斯柯达推出的首款基

于 大 众于 大 众 MEBMEB 平 台 的 车平 台 的 车

型型，，续航里程超过续航里程超过500500公公

里里 （（WLTPWLTP 工况工况），），并且并且

支持快速充电支持快速充电，，非常适合非常适合

长途旅行长途旅行。。斯柯达将在位斯柯达将在位

于捷克的工厂内生产该车于捷克的工厂内生产该车

型型，，它是第一款不在德国它是第一款不在德国

生产的生产的 MEBMEB 平台车型平台车型，，

将从将从 20212021 年春天开始交年春天开始交

付付，，预计起售价大约为预计起售价大约为

33..55万欧元万欧元。。

比亚迪刀片电池湖南宁乡工厂预计年底试生产
比亚迪生产刀片电池比亚迪生产刀片电池

的第二座工厂湖南宁乡动的第二座工厂湖南宁乡动

力电池生产基地力电池生产基地44号栋和号栋和

55号栋生产厂房于近日封号栋生产厂房于近日封

顶顶，，预计预计 1010 月月 1515 日前完日前完

成刀片电池生产线设备进成刀片电池生产线设备进

场安装场安装，，1212 月月 1515 日前实日前实

现首条生产线试生产现首条生产线试生产。。

弗迪电池重庆工厂是弗迪电池重庆工厂是

全球首个刀片电池工厂全球首个刀片电池工厂，，

目前产能为目前产能为22GWhGWh，，到明到明

年 年 底 将 全 部 达 产 至年 年 底 将 全 部 达 产 至

2020GWhGWh。。贵阳电池生产贵阳电池生产

基地也计划在明年年底前基地也计划在明年年底前

投产刀片电池投产刀片电池。。

孚能科技：成为东风岚图H56项目供应商
88月月2525日日，，孚能科技孚能科技

发布公告发布公告，，称子公司近日称子公司近日

收到了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收到了东风汽车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岚图汽车科技分有限公司岚图汽车科技分

公司的定点通知书公司的定点通知书，，其已其已

被指定为东风岚图被指定为东风岚图 HH5656

项目的动力电池供应商项目的动力电池供应商，，

承担开发和未来供货的工承担开发和未来供货的工

作作。。公告称公告称，，岚图岚图 HH5656 项项

目是东风集团纯电动车全目是东风集团纯电动车全

球主打平台球主打平台，，该车型预计该车型预计

在未来在未来77年内电池需求达年内电池需求达

55GWhGWh，，公司将按要求在公司将按要求在

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产品的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产品的

配套开发配套开发、、生产和交付生产和交付。。

吉利汽车拟科创板IPO募资200亿元
99 月月 11 日日，，上交所受上交所受

理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理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

科创板上市申请科创板上市申请。。吉利汽吉利汽

车此次拟募集资金车此次拟募集资金200200亿亿

元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

于新车型产品研发项目于新车型产品研发项目、、

前瞻技术研发项目前瞻技术研发项目、、产业产业

收购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收购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

金金。。

吉利汽车最近一年及吉利汽车最近一年及

一期营业收入下降一期营业收入下降。。其表其表

示示，，主要受宏观经济周期主要受宏观经济周期

波动波动、、行业景气度下降以行业景气度下降以

及疫情等因素影响及疫情等因素影响，，导致导致

产品销量降低产品销量降低。。

小鹏汽车推出电池租赁计划
日前日前，，小鹏汽车宣布小鹏汽车宣布

推出全新的电池租赁服推出全新的电池租赁服

务务：：用七年超长分期服务用七年超长分期服务

分摊电池成本分摊电池成本，，七年费用七年费用

付清后付清后，，最终用户可获得最终用户可获得

电池所有权电池所有权。。另外另外，，电池电池

融资租赁计划中的车身价融资租赁计划中的车身价

款也可以通过最低款也可以通过最低3030%%的的

首付购买首付购买。。由于小鹏汽车由于小鹏汽车

目前的技术路线仍不支持目前的技术路线仍不支持

““换电换电”，”，所以本次服务在所以本次服务在

本质上还是租赁电池本质上还是租赁电池。。

广汇汽车净利润暴跌6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