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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汽车进口量上半年下滑 22.1%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6

车关税提高到了 40%。

月中国汽车进口量同比下降 87%至 1.5 万辆；1~6

“6 月是受影响最严重的月份，” 王存表示，

月， 累计进口汽车 45.2 万辆， 较去年同期下降

“许多汽车经销商推迟了进口订单，并决定在 7 月

22.1%。

1 日之前不再进口。 ”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进口车委员会主任王存表
示，上半年进口车主要是受到关税的影响。 与以往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 去年中国进
口了 125 万辆汽车。

去库存时进口量大幅下降不同， 今年库存处于合
理水平。

今年 5 月宣布的关税削减措施， 促使丰田等
许多汽车制造商考虑调整在华零售价格， 以向客

今年 5 月， 中国宣布将从 7 月 1 日起将进口

户提供有竞争力的报价。 同时，尽管从美国进口车

汽 车 和 汽 车 零 部 件 的 关 税 从 25% 大 幅 下 调 至

辆受进口关税影响，宝马、福特等决定削减盈利能

15%。 然而，由于贸易摩擦，中国对美国进口的汽

力，而不是全面提高价格。

车市观潮

倒闭退市收购：快速洗牌的充电桩产业如何盈利？
很多充电桩企业只是盲目进入市场，违背

的需求极高。 据了解，一个普通充电桩的建设

一桩才是消费者购买电动车的基本推动方式，

了消费需求和市场规律， 倒闭的只会越来越

成本在 2 万元左右，而快充充电桩的建设成本

而公共充电桩主要适用于专用车、 公交物流车

多。 伴随电动汽车高速发展，顺势迎来风口的

则在 10 万元以上。加上场地租借、后期运营的

等领域。除了北京等资源紧缺的城市之外，其他

充电桩行业，却在行业发展初期便进入洗牌阶

费用，短期内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而成本回报

地区的消费者私人桩的使用会更广。”崔东树表

段。

的周期很长。

示。

7 月 31 日， 深圳容一电动科技有限公司

资金链出现问题的充电桩企业不在少数，

充电桩行业时时未见盈利，背后面临的是公

（以下简称“容一电动”）发布了公司解散公告，

即便是上市公司也不得不面临业务扩张带来

共充电桩市场化难题。 一方面，是运营企业充电

的资金压力。

桩使用效率低、盈利艰难，另一方面，则是部分地

公告称因研发资金投入过多，未能及时转化为
效益；因融资方式不当，公司运营财务成本过

2015 年， 富电科技通过资产置换成功入

高。 公司近年来持续亏损， 已无法继续经营，

主新三板上市公司北京威力恒科技股份有限

据了解，电动车车主目前面对的问题恰恰是

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31 日依法解散，进入清算

公司，随后将上市公司改名为富电绿能。 今年

在某些地区找不到充电桩，或者充电桩被燃油车

程序。

7 月 9 日，富电绿能发布公告表示因未按规定

占用。

这不是第一家宣布倒闭的充电桩公司。今
年以来，在充电桩行业，倒闭、停运、退市、收购
等消息时有出现。

时间披露《2017 年年度报告》，被新三板终止
挂牌交易处理。
此前， 富电绿能曾经两次发布融资公告，
希望通过发行股票融资 8 亿元人民币，但均未

倒下的不止一家
容一电动成立于 2003 年，2014 年对外宣
称开始打造电动汽车电能产业链。进入充电桩
行业，容一电动属于“半路出家”，打法显得颇
为激进。

能成功。

的内在需求。

报中显示，公司充电桩板块亏损从 2016 年的 3
亿， 到 2017 年的 2 亿， 目前已经缩减至 3000
万。
特来电在财报中表示，截止到报告期末，累
计成立子公司 88 个，项目落地城市 288 个，累计
投建充电桩约 19 万个， 上线运营超过 12 万个，
累计充电达到 10 亿度。
“如果单靠充电桩运营，难以带来盈利。 除
了技术领先之外，商业模式必须多元且创新。 ”
一家充电桩运营商高层人士说。
比如，特来电提出“共建共享”的轻资产运

持续发展。而资金实力薄弱或者没有稳定的融

了充电桩相关政策， 鼓励民营企业建设充电桩。

网运营公司。 据悉，特来电将挑选出盈利优质的

资渠道的企业，将面临严峻的生存考验。

尽管公用充电桩目前主要依靠收取电费和服务

充电站，和有资源、有资金、有眼光的战略合伙

费度日，商业模式还不够清晰，但却涌现了一堆

人共建共享，由合伙人持有资产，由特来电负责

企业入局。

建设、运营和平台服务，实现公司平台化的轻资

市场化难题待解
根据 7 月 16 日公安部交管局发布的数据

抢占充电桩行业的风口吸引投融资以发展相

199 万辆，其中纯电动汽车 162 万辆。
电动车高速增长的同时， 充电桩建设成
为了发展过程中的关键环节。 根据国务院制
定出台的加快发展充电设施建设意见，到

本身没有成熟的技术，也没有足够的资金维持

2025 年要满足 500 万辆车的充电任务要求，

发展，在市场上根本没有竞争力。”一位充电桩

要新建 480 万个桩，1.2 万个站，几乎做到一车

运营商高层如是说。

一桩。

上述人士进一步表示，充电桩行业对资金

崔东树说，从行业的规律来看，最合理的车

利。 特来电母公司青岛特锐德电气发布的半年

营模式， 决定从充电桩投建型企业转型为充电

显示，截至今年 6 月底，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

利，选择进入充电桩行业，看上去更像是跟风，

对较低。 ”有业内人士说。

利。 此前， 星星充电对外宣称已经可以实现盈

但是，近年来国家和地方有关部门陆续出台

对于重资产的充电桩行业，容一电动希望通过

“有的中小企业看到了新能源汽车的红

位资源有限。 但是，其他地方的充电桩使用率相

目前看来， 充电桩行业的规模效应已经出
现。 第一梯队的几家企业最先有可能实现盈

盈利的状况下，只有拥有雄厚资金的玩家才能

信息不久后， 公司内部启动挂牌新三板工作。

关业务。

“城市核心地段的地皮很难拿，带桩的停车

桩比应该是 1：1。 拥有一家私人充电桩是消费者

充电桩行业需要背负重资产，在早期难以

就在 2016 年 5 月容一电动正式变更工商

当时，公司的注册资本只有 3028 万元。 显然，

区资源紧张，消费者找桩难，使用体验差。

规模优势与竞争壁垒

“未来，私人充电桩的需求会很大。 一车

根据中国充电联盟的数据。 截至今年 6 月，

产运营。

公共充电桩运营规模超过 1000 台的充电桩企业

部分公司通过快速布局充电桩形成的规模

共有 16 家。 但这 16 家的运营规模差距较大，大

优势，已经成为重要的竞争壁垒。 抢占充电桩行

致可分为三个梯队。

业布局先机，需要投入巨大并且持久的资金。 这

第一梯队的特来电、国家电网、星星充电，已
经形成了相当庞大的市场运营规模，且经营状况
较好。第二梯队，中国普天、上汽安悦两家企业的
充电桩运营数量则超过了 1 万个； 而深圳车电
网、特斯拉、比亚迪（37.290， -1.04， -2.71%）等
其他运营商的规模则在几千个左右。

都将加速充电桩行业的洗牌。
“有人退出，不代表充电桩行业发展会因此
受阻，优胜劣汰，留下强者。 ”一家充电桩运营商
高层指出，未来充电桩行业的洗牌将更加明显，
资源向头部企业集中， 未来会有更多充电桩企
业将被淘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