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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迪撕毁经销商约定 不受限推进上汽奥迪项目
国际金融报见习记者 ｜ 张力克

最新的销售数据显示，4 月份
宝马（MINI）中国销量为 48869 辆，
奔驰（含 smart）销量为 47627 辆，奥

日前， 来自奥迪经销商联会
（CADA）的消息显示，奥迪已不再

迪销量为 46166 辆。 奥迪与主要竞
争对手之间的差距在缩小， 从中也

承认与其经销商投资人达成的口头
共识，即否认一汽奥迪、上汽奥迪将

能看出经销商所起的作用。
此次奥迪否认与经销商的共识

在一个渠道下并网销售。

后， 尚不知经销商联会是否会采取
反制措施。

四方博弈
“示范性”作用
自去年 11 月份 “上汽奥迪”事
件发酵以来，奥迪（中国）、一汽集
团、 上汽集团以及一汽-大众奥迪

目前， 奥迪主要畅销型车型奥
迪 A3、奥迪 A4、奥迪 A6、奥迪 Q3、

经销商等四方势力围绕着 “是否组
建上汽奥迪”和“什么时候组建上汽

奥迪 Q5 均已在一汽奥迪国产，但
随着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 奥迪在

奥迪”展开了多次博弈。

推动销量增长上愈发困难， 成立上

至今年 3 月 28 日，奥迪全球市
场和销售董事冯德睿、 一汽集团副
总经理秦焕明以及奥迪经销商联会

汽奥迪也是希望能够在中国市场有
第二支撑。
那么，当奔驰、宝马等主要豪华
车品牌在华发展也遇到瓶颈的时

的 12 名副会长等在北京举行会谈，
三方就启动上汽奥迪项目时间、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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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会不会采取一样的策略？
业内资深人士告诉 《国际金融

来销售渠道如何搭建以及补偿奥迪
经销商过去三年经营亏损等问题达
成了部分共识。
三方约定， 一汽奥迪经销商愿
意与奥迪在实现 2020 战略中“在华
年销售 90 万辆”目标后，不反对奥
迪与上汽集团开展合作； 未来一汽
奥迪、上汽奥迪的产品将在一个渠
道下并网销售。 但是， 汽车流通行
业分析师李颜伟表示， 以上约定只

辆，奥迪年复合增长要超过 10%才

媒体采访时表示， 关于上汽奥迪项

价 2%-3%，并且这种拉锯式的斗争

有可能。 但是现阶段的奥迪不管是
产品，还是渠道都很难支撑这么高
速的增长。 ”对奥迪来说，如果按部
就班地与当前的经销商推进销量，
在四五年内很难启动上汽奥迪项

目 “No sales，no production，nothing
this year（不会销售，不会生产，今年
这些都不会发生）”。 一时间中国媒
体都以为上汽奥迪项目会被搁置下
来，但业内资深人士告诉《国际金融

一直持续到今年一季度。 虽然经销
商没有完全拒绝提车， 但也减少了
提车数量， 并降低了在终端市场的
折扣。
今年一季度，奔驰（含 smart）在

目。

报》 记者：“双方签订合作协议和正
式投产、销售，这是两个事情。 奥迪

中国市场销售了 144947 辆，同比增
长 37.3%；宝马（含 MINI）的销量为

而在 5 月 5 日， 奥迪经销商联
会收到了奥迪方面的致函，提到“一

报》 记者：“奔驰现在对扩张比较谨
慎， 不会盲目跟风。 奔驰更注重可
持续性发展，既要看规模，也要看价
格和利润，同时兼顾品牌价值。 ”但
是，不否认奔驰、宝马以后会采取同
样的举动。
由于德系豪华车品牌在选取合
作伙伴的时候比较排斥竞品， 这也
就决定着上汽集团、一汽集团、北汽

是口头共识，未形成书面协议。
到了 4 月 11 日，奥迪（中国）与
经销商就补偿也达成共识，“2016
年将增加额外补偿平均 “单店税前

个销售公司” 不可行和未来将建立
“被重新定义的一个网络”。 奥迪经

和上汽集团可以先签订协议， 改建
工厂、 铺设销售渠道还需要两三年
的时间进行。 ”

142828 辆，同比增长 12.4%；但是，
奥迪仅实现销量 108179 辆，同比下
降 22.14%。 而且，奥迪一度不敢公

销商方面认为，奥迪在玩文字游戏，
此前达成的关于未来 “一个销售公

与此同时， 上汽集团方面也从
未停止过准备工作。 上汽集团董事

布其在 3 月份的销量。
奥迪首次丢掉了 “王者” 的桂

集团、比亚迪汽车（奔驰和比亚迪有
新能源合作品牌腾势）已被奔驰、宝
马排除， 只剩下东风汽车、 长安汽
车、广汽集团比较合适。 而且，这几

利润（EbT）达到 3%；一汽奥迪经销
商战略目标为平均 2% EbT”。

司和一个经销商网络” 的意见被否
定。
同时， 汽车流通行业分析师李
颜伟透露， 致函称奥迪不再承认与

长陈虹在去年底接受投资人提问时
明确表示：“关于上汽和奥迪合作，

冠， 并被竞争对手拉开了如此大的
差距。

家汽车集团旗下合资的豪华品牌都
相对弱势， 如东风英菲尼迪、 长安

炒作得厉害。 但没什么大不了，不会
有什么变化， 合作具体细节和内容

而在 3 月 28 日，双方达成初步
共识之后， 一汽-大众奥迪的经销

PSA、 广汽讴歌等， 会乐于接受奔
驰、宝马抛来的橄榄枝。

2022 年之前实现在华年销售 100
万辆或 90 万辆，对奥迪来说是件不
可能完成的事情。
《机汽》 执行主编娄兵在接受

奥迪经销商投资人达成的“90 万辆
后重启上汽奥迪项目”以及“未来一

还在蹉商中，合适时会对外公布。 ”

商开始像以前一样正常运转。 来自
汽车流通行业分析师李颜伟的消息

个新的销售公司” 下的一个网络的
共识。 这也意味着奥迪将坚决推进

销量下滑

显示，今年 4 月份前两周，三大豪华
品牌的批发销量增速相当， 其中国

或者就像华晨宝马一样， 另选
一家相对弱势的自主品牌， 由外资
豪华品牌方面把持品牌推广、 市场
营销、渠道建设等，而中方仅像代工

《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此表示，
“以奥迪当前的销量为基准， 如果

上汽奥迪项目。
此前，大众中国 CEO 海兹曼玩

产奔驰批发量为 1.7 万辆， 华晨宝
马批发量为 1.5 万辆， 奥迪批发量

工厂一样，又譬如江淮蔚来。
站在这个角度， 奥迪牵手上汽

想要在 2020 年接近年销售 90 万

过类似的把戏， 其在年初接受中国

为了抵抗奥迪启动上汽奥迪项
目的举动，从去年底开始，奥迪经销
商已开始拒绝提车， 并宣布全线提

为 1.6 万辆，已逐渐在回升。

集团，其实又领先了一步。

但是，在今年上海车展期间，奥
迪董事长鲁伯特·施泰德却表示，在

伊利、娃哈哈抢购美国酸奶巨头
国际金融报记者 ｜ 潘洁

市酸奶的市场增速达 10%-20%，三

比如，2016 年， 光明乳业实现

美国有机酸奶第一品牌可能要
姓“中”了。
5 月 10 日晚，中国乳业“大哥”
伊利股份公告称， 拟斥资 8.5 亿美
元收购达能旗下的美国高端有机酸
奶公司 Stonyfield。
无独有偶， 食品巨头娃哈哈集
团似乎也对高端酸奶市场情有独

四线城市则高达 30%-40%。
众多乳企巨头纷纷看好并进入
高端酸奶市场，明治、伊利、达能、蒙
牛、新希望乳业、通用磨坊、光明乳
业等均试图布局高端酸奶， 争食这
块“蛋糕”。
而酸奶市场的空间也非常可
观，根据欧睿国际数据，2015 年，中
国酸奶市场规模已达 800 亿元，占
液体乳市场三成左右， 而到 2020

营业总收入 202.07 亿元，同比上升
4.30%；实现净利润 6.75 亿元，同比
上升 36.11%；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5.63 亿元，同比上升
34.63%。 其中新莱特乳业贡献很
大。
具体来看，2016 年， 光明乳业
境内营业收入与去年基本持平；但
境外实现营业收入 27.99 亿元，同
比增长 44.9%。

钟。 正着眼收购外国公司的娃哈哈
集团董事长宗庆后 5 月 9 日表示，
正与美国乳制品企业迪恩食品
（Dean Foods）商洽，但没有透露更
多细节。
随着近年来常温奶业务增速的
放缓，酸奶业务的兴起，越来越多的

光明乳业方面给出的解释是：
光明境外控股公司——
—新莱特乳业
2016 年营收近 28.44 亿元， 净利润
超过 1.8 亿元。
澳优乳业似乎也在拓展海外业
务上尝到了“甜头”。
澳优乳业 2016 年年报显示，实
现销售增长 30.3%至 27.4 亿元，其
中 18.2 亿元来自中国， 剩余 9.2 亿
元全部来自海外 （占比在 34%左

Stonyfield 为何引起伊利和迪恩争

爱迪生奶酪酸钠。 关于乳品领域的

年， 这一数字有望达到 1900 亿元，
在液体乳市场中占比将达到五成。
根据蒙牛乳业年报，2016 年酸奶业
务为蒙牛贡献了约 149 亿元， 相比
2015 年的 115 亿元同比增长近三
成， 而同期常温奶的增速仅有约
12%。

相竞购？

海外收购， 迪恩食品也并非进入娃

中国品牌研究院食品饮料行业

还包括迪恩食品。 迪恩食品在 2013
年剥离了旗下的白波食品（White－
Wave Foods）之后，反而觊觎达能剥
离的 Stonyfield，试图重回有机乳制
品领域。
有意思的是， 迪恩食品本身目

公开资料显示，Stonyfield 创立
于 1983 年，2001 年被达能购入股
份并逐步控股，2016 年其营业额约
为 3.7 亿美元（约 25 亿元人民币），
净利润 5000 万美元 （约 3.45 亿元
人民币）。

哈哈视野的首家公司， 宗庆后此前
也曾透露过有意收购澳大利亚乳品
生产商。

研究员朱丹蓬表示，“国产酸奶从技
术、 品牌到物流方面的发展都已经
到位了， 塔尖这块完全可以由我们
自己做。 ”
朱丹蓬表示， 酸奶的功能非常
多，成长空间非常大。

前又是娃哈哈竞购的对象。
迪恩食品是白波食品的前东家，
依靠收购美国各地的牛奶品牌起家，
公司在美国建有 70 个工厂， 拥有超
过 50 个地方和区域品牌， 以分销液
态奶、冰淇淋、果汁、茶、饮用水等为

作为达能收购白波食品交易中
反垄断协议一部分，在 2017 年 3 月
31 日时，达能首席执行官范易谋曾
表示，出售 Stonyfield 是迅速完成白
波食品收购的重要一步。 而今年 4
月 12 日，达能已经宣布完成对白波

“如果伊利股份能够成功将
Stonyfield 收入囊中，那伊利股份的
收入规模和盈利水平都将大幅提
升。 ” 香颂资本执行董事沈萌告诉
《国际金融报》记者，伊利瞄准达能
的有机酸奶公司， 就是为了丰富自

主业。在美国 38 个州、波多黎各和西
班牙拥有超过 120 家分店。
荷兰合作银行发布的 2016 年
全球乳业 20 强名单显示，迪恩食品
位列第十位，而伊利排名第八位；目

的收购，因此出售 Stonyfield 势在必
行，而伊利下手最快。
而娃哈哈一直对乳制品领域情
有独钟。
抛开最早的 AD 钙奶和后来为
其带来巨大利润的营养快线， 娃哈

己的产品线，增加高端酸奶业务，因
为常温奶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必须
要找到新的增长点。
目前， 中国酸奶市场增长率已
领跑全球， 且每年保持着两位数的

哈近年来相继推出了爱迪生奶粉和

行业增长最快的子品类， 一二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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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存在不确定因素。

乳企把目光瞄准了高端酸奶。为此，

与伊利同时竞购 Stonyfield 的

中国食品巨头更多地把战略向海
外。
据了解， 中粮集团也在加快海
外扩张的步伐，准备“大干一番”，其
曾公开表示， 将斥资 100 多亿美元
拓展海外，重点市场包括美国、澳大
利亚和东南亚国家。
此外，光明集团从 2009 年开始
便加快国际化战略，频频“出海”。

争相竞购 Stonyfield
对于为何要并购 Stonyfield。
伊利回应称，一切以公告为准。
而达能、 迪恩食品也均未对此
置评。
根据伊利公告， 伊利股份有收
购 Stonyfield 全部股权，但目前还处
于前期投标的准备阶段，能否中标

前，迪恩食品在中国几乎没有业务。
贵为美国有机酸奶第一品牌的

酸奶商机

高增长。 目前酸奶也是整个乳制品

右）。

目前， 国内乳企有海外疯狂抢
购的意思。
澳优乳业已经成功“拿下”荷兰

澳优乳业首席财务官王炜华表
示， 由于澳优乳业去年开始逐步进
军海外市场， 预计公司在内地的销
售比重将由现在超过 80%的目标
减至 65%。 “不仅如此，该公司还将
加码海外市场”。
沈萌表示， 中资企业如果单纯
依靠自我成长，可能周期更长，不确
定性也更多， 而如果可以嫁接先进

乳企海普诺凯。 而有消息称， 澳优
乳业前高管陈远荣花了 2 亿元全资
收购了新西兰 “蓝河乳业”
（Blueriver Dairy）。 而光明乳业完成
收购新西兰新莱特乳业。
从目前情况来看， 乳业海外并
购还是比较成功的。

的研发技术， 国内乳企巨头可能打
破高端产品的瓶颈。
“目前，特朗普政府鼓励外国企
业投资美国， 所以伊利此次参与竞
购比较乐观， 不过伊利目前还只是
处于竞购阶段， 存在很多不确定
性。 ”沈萌强调。

尝到甜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