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

２０17年 3 月 20 日 责编 | 傅光云

| 15

东风悦达起亚演绎韩系车衰败
国际金融报见习记者 ｜ 张力克

他车型在销量上整体进步。

销售体系上衰败
《国际金融报》记者的调查显
示，韩系车东风悦达起亚当前正处

除了产品力迟滞以外， 东风悦
达起亚的整个经销商体系早已开始

在内忧外患的困境——
—产品不 给
力，经销商体系加速衰败。

衰败。
今年 1 月份，江苏、江西等先后

来自全国乘联会的数据，今年
2 月份东风悦达起亚销量为 31146

爆发东风悦达起亚经销商“反抗”事
件。 东风悦达起亚经销商联合会会

辆， 同比下降 24.1%。 除了一款 A
级 车 起 亚 K3 的 销 量 超 过 万 辆 以
外， 其他车型销量均不超过 5000
辆。 再加上“萨德事件”的影响，消
费群体中也出现了反韩系车的声

长陈科云曾向《国际金融报》记者表

今年 1 月

—东风悦达起亚当前面对的外
音——

份，江苏、江西等

部环境正日渐恶化。

先后爆发东风悦

在这种情况下，3 月 17 日晚，
东风悦达起亚在南京发布了一款全

达起亚经销商

新 SUV——
—起亚 KX7 尊跑，期望能
重振东风悦达起亚的辉煌。 东风起

“反抗”事件。 东

亚官方表示：“KX7 尊跑的出现，不
仅意味着东风悦达起亚进一步覆盖

风悦达起亚经销

了中大型 SUV 市场，在帮助企业巩
固现有优势基础上，占据更多市场
份额； 同时，KX7 尊跑也将肩负起
KX 系 列 排 头 兵 的 重 任 ， 为 企 业
SUV 家族增添光彩，并助力东风悦
达起亚高端形象的塑造，及品牌力
的提升。 ”

示：“我们有 80%的经销商在亏损
……而且，2016 年已经有 100 多家
店退网了， 现在全国差不多还有
100 家店等着退网。 ”
在汽车行业， 主机厂对经销商

今年 2 月份 KX3 销量为 1419 辆，同比下降 73.8%；智跑销
量为 3006 辆，同比下降 41.1%，而这些车型的销量均在 SUV 销
量排行榜中处于下位，甚至远不如一些自主品牌。

有着近乎绝对的控制权——
—经销商
能提到的车型和数量受制于主机
厂， 如果不是自身经营产生重大问
题，经销商根本不敢跟主机厂对抗，
资料图片

商联合会会长陈
科云称，“我们有
80%的经销商在
亏损，2016 年 已
经有 100 多家店

车型， 韩系车的品牌力对自主品牌

来，东风悦达起亚已经走过了 15 个

K5，资深媒体人娄兵向《国际金融

的压力变得越来越小。 行业资深分
析师任万付告诉 《国际金融报》记
者：“韩系车以性价比突出作为主要
卖点， 但近两三年其优势正逐步被
自主品牌蚕食。 ”

年头，累计销量超过了 400 万辆，在
这一发展过程中， 东风悦达起亚在
与上汽大众、广汽本田、神龙汽车等
外资车企的竞争中过尽 “招数”，靠
的也是过硬的实力。

报》 记者表示：“虽然全新一代 K5
延续了上一代产品虎啸式进气格栅
的造型，整车造型上也更加精致，但
是没了之前那种让人怦然心动的设
计感。 其他方面像动力总成、 科技

东风悦达起亚江苏一位经销商
告诉 《国际金融报》：“2009 年的时

配置表现得都中规中矩， 没什么过
人之处。 ”对于起亚的车型来说，在

更不要说联合抵抗。陈科云告诉《国
际金融报》记者，造成这样困境的主
要原因在于东风悦达起亚不合理的
商务政策。
在东风悦达起亚的销售体系
中， 东风悦达起亚将经销商上报的
零售数量与提取新车的数量绑定在
一起，如果不提新车，那么经销商的
销量数据就无法上报； 如果销量数
据无法上报， 那么经销商就无法获

在发布会结束后，《国际金融报》
记者曾向多位参会的业内人士征求

退网了， 现在全

譬如， 自主品牌 SUV 当中的哈
弗 H6、 吉利博越、 传祺 GS5、 传祺

对这款车以及对东风悦达起亚的看
法，得到的答案较为一致：起亚 KX7
这款车虽然还不错，但要想在激烈的

国差不多还有

GS8、荣威 RX5 均是月销量过万的车
型。 尤其是荣威 RX5 在上市之前，上
汽乘用车总经理王晓秋曾表示，已不

候， 东风悦达起亚上了一款福瑞迪
车，一下子把我们的市场份额拿上
来了。 ”的确，福瑞迪是全球知名设

设计上没有突破， 也就没了最大的
竞争力。
2015 年之后，国内 B 级车市场

市场中取胜，尤其是面对一些自主品
牌产品的压力，还是非常困难。

网。 ”

把韩系车途胜作为竞争对手，直接瞄
向途观、昂科威等车型。 而从市场表

计大师彼得·希瑞尔率领起亚全球
的设计精英， 耗资 2 亿美元， 历时

受到豪华车市场和 A 级车市场的
冲击，其市场份额日渐萎缩，包括凯

越大，为了减轻亏损，许多经销商不
敢再提那么多车型。于是，经销商就
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
此外， 韩国总部每年还要求一

现来看， 荣威 RX5 的销量月均过万
辆，已超过途胜，并且远胜东风悦达

29 个月研发而成，一上市就让人眼
前一亮。

美瑞、帕萨特等老牌 B 级车市场强
者均受到冲击， 东风悦达起亚 K5

定的任务量， 这就给中国经销商带
来了更大的压力。 2016 年官方报的

起亚旗下任何一款 SUV。
此外，自主品牌的提升不仅仅是

而在这之后，彼得·希瑞尔在起
亚后续的车型中都加入了修长的头

同样也不例外。 在旗舰产品缺乏号
召力的时候， 东风悦达起亚其他车

销量数字是 65 万辆，但实际上经销
商提了 68 万辆车。 “原来东风悦达

丰田等同为外资品牌，但是在自身
实力上与日系、德系车企还有很大
差距。 在市场竞争中，韩系车多以
造型设计、性价比等方面的优势取

在 SUV 领域， 在竞争最为激烈的轿
车市场也有很大进步。吉利博瑞成为

灯和 “虎啸式”的进气隔栅，并使之
成为家族式设计语言。 彼得·希瑞

型在市场竞争中也就更为乏力。
此外，相对于德系、日系合资车

起亚一直在销量数据上作假， 就是
欺骗股东方。 从 2013 年开始到现

首款在 B 级车市场站稳脚跟的自主
品牌车型，2016 年博瑞全年销量达

尔曾表示：“苹果、星巴克、宝马，这
些品牌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喜爱，是

企，东风悦达起亚是布局 SUV 市场
最早、产品最密集的车企，但是这些

在，作假将近 10 万台车，去年大概
才全部还掉了。”在过去的 4 年时间

胜，无论是在美国市场，还是在中
国市场，同级别韩系车的价格总要
低于德系、日系、美系。
而在中国消费者的心中，起亚
等韩系车的品牌力也始终无法上升

64783 辆， 超过了东风悦达起亚 K5
的 34623 辆。 而在 A 级车市场，自主

因为它们能够坚持自己的个性。 消
费者购买的不是一个产品， 而是一

SUV 产品并没有很好地发挥出矩
阵式优势。来自乘联会的数据显示，

里， 东风悦达起亚将这一作假的销
量和成本全部转嫁到经销商身上，

品牌中奇瑞艾瑞泽 5、 吉利帝豪、荣
威 i6 等车型也将进一步蚕食东风悦

种生活方式。 起亚应该从思维里的
‘物有所值’品牌进化为有‘设计价

今年 2 月份 KX3 销量为 1419 辆，
同 比 下 降 73.8% ；KX5 的 销 量 为

每个月对每一家经销商都会下达任
务指标，而经销商也不得不背。

达起亚同级别车型的市场份额。

值’的品牌。 ”到上一代起亚旗舰车
型 K5 上市的时候， 起亚汽车已经
蜕变成一个兼具性价比和设计感的
品牌。

1325 辆，同比下降 9.8%；智跑销量
为 3006 辆，同比下降 41.1%，而这
些车型的销量均在 SUV 销量排行
榜中处于下位， 甚至远不如一些自

来自中国品牌的压力
虽然起亚等韩系品牌与大众、

100 家店等着退

得年终的返利。随着市场竞争加剧，
东风悦达起亚产品的销售难度越来

随着自主品牌在产品工艺、造
型设计、技术研发等方面的实力全
面提升， 不少自主品牌产品在造

当然， 自主品牌车企现在再强
大， 对于东风悦达起亚来说也就是

但是，这种设计只有继承，没有
升华。 2016 年，东风悦达起亚在中

主品牌。
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有 KX7 向

这样的“拉锯”持续多年后，今
年 1 月东风悦达起亚的经销商开始
组建全国性质的经销商联合会，试
图通过集体的力量跟东风悦达起亚
谈判，改善当前的处境。对于东风悦
达起亚来说，稳住现有的销售体系，

型、性价比方面甚至还要高于韩系

多了几个竞争对手。 自扎根中国以

国市场推出了全新一代标杆产品

上突破中高端市场， 也很难带动其

可能是解决危机的首要办法。

到大众、丰田等品牌的档次，仅仅只
是高于自主品牌。

缺乏竞争力的产品

保税物流中心，小县城的大构想
国际金融报见习记者 ｜ 沈玉洁

ICT，那么对于互联网商家的吸引力
便会不足。
上海钱货达科技有限公司联合
创始人杨斌则认为：“科技在保税物
流中心的建设上必不可少。 ” 从客
户角度来看，无论是生产商、贸易商
还是服务商都十分看重保税区的效
率。 有了效率做支撑， 那么更多的
企业就会加入进来。 如何更好地提
高效率， 就是中心应该要注重的一
个问题。
杨斌认为，无论是物流行业，还
是电子商务整体的发展状况， 其实
都在强调科技的力量。 他表示，科

你可能想不到， 平时用的钢卷
尺，十有八九来自于这么个地方。
对，那就是河南商丘虞城县。
虞城县的钢卷尺年生产能力是
14 亿只， 足够每个中国人手持一
把。 它占据了国内市场的 85%份
额，也抢占了 65%的出口市场！ 绝
对是中国的“钢卷尺之城”。
现在，虞城县还有更大的打算，
他们想做这么一件大事儿。

保税物流中心将封关运营

3月 16 日，虞城县在人民日报社上海分社召开保税物流发展座谈会。

柏可林 摄

邻郑州，有着天然的地理优势。
上海城市创新经济研究中心主
任任新建表示：“郑州目前已经成为
一个举足轻重的城市， 正处于快速
发展阶段。商丘要把握机遇，做好定
位，与自贸区挂钩。 ”
任新建称，虽然商丘在钢卷尺、
棉花、小麦等商品有一定优势，但从
整体上看， 商丘在进出口的体量与
沿海城市相比较小。 要想做大做强
保税物流中心， 必须要借助四省交
界的地理优势， 通过创新模式将体
量做大， 从而更好地吸引各地的物
流企业。

技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上：首

从产业角度出发，流量产业、加

先， 如何将物联网融合到保税区的
建设中去；其次，保税区这个层面怎
么搭建科技型平台， 例如物联网加

工产业、 服务产业是保税物流中心
的重要产业组成部分。 对于保税物
流中心来说， 无论是进口贸易还是

物流平台、物流云平台等。

河南商丘虞城县是一个国家级
贫困县， 但不甘心穷困的现状。 虞

丘市历史文化丰厚， 处于豫鲁苏皖

牌。 ”

城县县长白超指出：“虞城县的目标
是 2018 年脱贫。 ”如何突破当前的
困境， 成了该县领导心头最重要之
事。
为此， 他们两年前成功拿下保
税物流中心的牌照。
“还有一个多月，河南商丘保
税物流中心将正式封关运营。 ”3 月

四省结合部，具有地理优势，商丘的
工业起步虽然较晚， 但具有很大的
发展潜力。
白超指出：“虽然目前虞城拿下
了保税物流中心的牌照， 但封关运
营在即，对于如何运营，如何发展还
存在诸多疑问。 ”
对于如何能够打造成一个覆盖

李麟充分肯定了虞城县的地理
优势以及现有的产业支撑优势，但
同时指出：“在新经济发展条件下，
还需要突出加入时代的元素——
—信
息。 只有信息流到位， 资金流才会
跟上。 ”
李麟进一步表示， 在基础设施
方面， 除了此前做开发区所注重的

打造综合性保税物流中心，是
虞城县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动
力源。 但与会专家认为， 其实虞城
县完全可以依托自贸区的优势，实

出口贸易， 无论是进口展示中心还
是出口外销，都是流量。
“加工产业是重要发展环节，
依托于物流保税中心这平台，做就
地加工是必行发展之路。 ”任建新
指出，虞城不必执着于高精尖的加
工产业， 而是要从本身情况出发，
依托“人口多，辐射强”的中原粮食

16 日，在人民日报社上海分社召开

豫鲁苏皖四省结合部的大型保税物
流服务平台，如何利用优势，发展虞

三通一平、租赁厂房、科技服化，现
在更需要加入时代因素， 即信息类

现弯道超车。
2016 年 8 月 31 日， 国务院决

大市的优势，做棉花加工、粮食加
工等。

城县经济？专家们纷纷给出了建议。
上海浦发银行战略发展部总经
理李麟表示：“要利用好商丘的产业
基础， 打造钢卷尺 ‘隐形冠军’品

的基础设施 ICT （信息通信技术），
主要包括互联网技术、 云计算等。
现在无论是做跨境电商， 还是引入
阿里巴巴和京东，如果没有强大的

定设立中国河南自有贸易试验区，
根据规划，河南自贸区以郑州为主，
包括郑州、洛阳、开封三个片区。 虽
然商丘并不是自贸区， 但是商丘紧

针对河南商丘农业大市的实
际， 上海大宗农产品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董事长费建表示， 要瞄准虞城
最好的粮食品种，打造出龙头企业。

的保税物流发展座谈会上， 中共虞
城县委副书记王新胜向与会的人民
日报社上海分社的领导和专家透露
了保税物流中心最新的进展。
“潜力很大。 ”王新胜表示，商

依托自贸区优势弯道超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