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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脚踢在钢板上”。 这是
很多网友对近日特斯拉 “甩
锅”国家电网反遭“怼”的 “群
嘲”。 特斯拉的“路人缘”何以
至此？ 说到底，还是与其对消
费者的态度有关。

近年来，特斯拉车主频频
反映车辆出现问题，而特斯拉
对此却多是 “搪塞”： 车辆失
控， 原因是车主不会开车，踩
错油门和刹车； 车辆起火，理
由是底盘被撞导致电池电芯
受伤 ； 甚至连召回有问题的
Model S 和 Model X， 也要说
是迫于中国用户的使用习惯
和监管部门的 “压力 ”……而
如今，特斯拉再次将车辆充电
存在的问题，在未经严格调查
的情况下， 归咎于国家电网，
遭到专业“回击”后，不得不公
开道歉。 也难怪很多网友会发
出“大快人心”的感慨。

很多人认为特斯拉是被
“惯坏了”，这不无道理。 获得
地方政府低价出让土地、车型
被纳入免征购置税名单、无需
抵押的金融支持、超级工厂飞
速投产等等，作为唯一一家外
资独资车企，特斯拉在中国的
待遇，其他外企望尘莫及。

也正是在诸多 “优惠 ”政
策的支持下 ， 特斯拉在中国
这个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
市场上，摘到了丰硕果实 ：自
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动工以
来 ， 特斯拉在我国的销量稳
步增长。 特别是进入 2020 年
后 ， 特斯拉 Model 3 连续数
月成为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
冠军 。 2020 年 ，特斯拉在中
国的销量为 14.38 万 辆 ，占
其全球销量的近三分之一 。
同时 ， 特斯拉的股价也一路
狂飙 ， 成为全球市值最高车
企 ， 马斯克也因此登顶世界
首富宝座。

事实上 ，一直以来 ，特斯
拉被视 为 我 国 新 能 源 车 市
的 “鲶鱼 ”。 国产特斯拉的到
来 ，不仅将新能源汽车市场
的蛋糕做大 ，激发国内新能
源车企的 “斗志 ”，也给国内
新 能 源 汽 车 产 业 链 上 的 诸
多企业带来机会 。 有数据显
示 ，目前特斯拉零部件国产
化率已达八成 。 随着特斯拉
国产化进一步深入 ，更多的
国 产 零 部 件 企 业 有 望 对 特
斯拉供货 。

然而，这些不应成为特斯
拉屡次恶意“甩锅”的“底气”。
“得民心者得天下”，任何一个
产品的高销量反映的无非是
消费者的认可，如果对于消费
者的反馈总是以 “糊弄 ”的心
态处理 ， 最终将难逃口碑崩
盘，销量下滑；同时，特斯拉在
新能源车市上虽然目前一时
风头无两 ， 但却并非没有对
手，传统车企巨头纷纷转型新
能源、跨界新造车企业如雨后
春笋，在各显神通的新能源车
企竞争环境下，特斯拉更需保
持敬畏之心。

2022 年，我国汽车外资投
资将全面开放。 毫无疑问，届
时，更多实力雄厚的新能源车
企将涌入我国，消费者的选择
机会将更多，零部件企业的合
作机遇也将更加多元，新能源
车企间的竞争将愈发激烈。 可
以预见，国家相关部门对新能
源车企的监管也将进一步强
化。 或许，特斯拉应该从此时
起就多一些“危机意识”，严把
车辆出厂质量，认真对待消费
者感受，真正实现自己与中国
市场的双赢。

近日， 原乐视网创始人贾跃亭创立的
电动汽车公司———法拉第未来 (Faraday
Future，下称 FF)宣布通过 SPAC（特殊目的
收购公司）就业务合并达成最终协议，并将
在纳斯达克上市，股票代码为“FFIE”。

作为互联网公司泡沫事件的主角，
贾跃亭执着的造车梦曾将风头正盛的乐
视网拖至深渊。 与恒大闹掰、卖地求生、
远赴美国……一系列颇具戏剧性的转折
将贾跃亭与他的 FF 一次次卷入舆论中
心。这一次，带着资本回归的贾跃亭能否
翻身？

■■■■ 吉利汽车与珠海国资加持

SPAC 是一种为公司上市服务的金融
工具，其特殊之处在于自己造壳，即在美国
设立一个特殊目的公司，该公司只有现金，
没有实业和资产， 投资并购欲上市的目标
企业。

上市后，FF 将以 34 亿美元的估值募
资 10 亿美元，其中包括 PSAC（被并购公
司）以信托基金拥有的 2.3 亿美元现金(假
设没有赎回)，以及价值 7.75 亿美元的普通
股 PIPE， 每股 10 美元。 交易预计于 2021
年第二季度完成。 这笔融资将为 FF 电动
汽车生产提供全部资金。

据 FF 汽车介绍，FFIE 投资人包括来
自美国和欧洲的大型金融机构、“中国排名
前三的民营汽车主机厂” 和 “中国一线城
市”。 随后吉利控股方面表示已与 FF 签署
框架协议， 双方计划在技术支持和工程服
务领域展开合作， 并探讨由吉利与富士康

的合资公司提供代工服务的可能。 同时作
为财务投资人， 吉利控股集团还参与上市
的少量投资。

据了解， 珠海市国资参与投资 20 亿
元，与 FF 成立合资公司，并提供补贴以
及约 2000 亩的工业用地等优惠政策。 企
查查显示，2020 年 12 月，法法汽车(珠海)
有限公司成立， 注册资本 2.5 亿美元，经
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 生产
测试设备销售、汽车租赁等，由 FF 香港
实体 FF Hong Kong Holding Limited 全资
持股。

上市融资、国资加持、主机厂背书，FF
俨然一副强势归来的姿态， 但其现状究竟
如何？

FF 旗下首款产品 FF 91 早在 2016 年
就已亮相， 但因融资问题多次推迟量产计
划。网传一份长达 57 页的融资路演文件详
细阐述了 FF 技术优势、管理团队和发展前
景。 FF 宣称，其多元化专利组合在同类技
术上比包括丰田、 福特在内的许多厂商领
先。 电动汽车专利组合的关键技术上与特
斯拉不相上下。

■■■■淡化贾跃亭个人角色

作为话题中心的贾跃亭，仅在 FF 团队
中担任首席产品和用户生态官这一低调职
位， 以此减少乐视问题和失信被执行人身
份对融资的影响， 电动汽车专家毕福康出
任 FF 全球 CEO。 后者曾是宝马电动车 i8
项目负责人，也是拜腾汽车创始人，造车经
验丰富。

2002 年， 贾跃亭打造了市值千亿的
乐视帝国， 他个人也凭借乐视在股市的
表现，成为百亿富豪。 但造车这场“超级
梦想”将整个乐视拖到悬崖边缘。贾跃亭
在一封内部信中进行了反思，“一方面，
乐视汽车前期投入巨大， 陆续花掉 100
多亿的自有资金；另一方面，公司的融资
能力不强，方式单一、资本结构不合理，
外部融资规模难以满足快速放大的资金
需求”。

根据企查查发布的 《近十年新能源汽
车投融资数据报告》， 除了珠海国资最新
20 亿元投资外，FF 自成立以来共披露 8 次
融资，融资总金额达 309.6 亿元，在国内新
能源汽车品牌中仅次于蔚来。

尽管贾跃亭坚信 “只要战略足够前
瞻、足够领先，产品足够颠覆，有足够的
用户价值， 组织能力足够强， 把事做出
来，资金自然会追随而来”，但现实并不
如意。 2017 年，乐视陷入大裁员、供应商
催债的窘境。 随后贾跃亭丢下乐视，以
“帮助 FF 完成融资”为由出走美国，潜心
造车。

■■■■计划 5 年销售 40 万辆

如今，FF 带着上市的消息再次出现在
聚光灯下。 但上市对车企而言仅仅是一个
开始，更关键的是能否实现量产交付。路演
材料显示，FF 其首款量产车型 FF
91 将在今年一季度重启计
划，2022 年一季度开始
交付。 获得资金支
持后，FF 将在美国、
中国和韩国设立生
产基地。 位于美国
加利福尼亚的工厂
将首先供货， 预计
年产能为 1 万辆。
从 2025 年开始，国
内合资企业预计每
年生产能力为 10
万至 25万辆。 预计

未来 5 年全球销量将超过 40 万辆。
官方信息显示，FF 91 定位为高端车

型，百公里加速时间为 2.39 秒，最高续航
里程 700 公里，拥有无人自动泊车、面部识
别、无缝进入系统等技术，业内预测其售
价不低于百万元。 第二、 三款车型 FF
81 、FF 71 分 别 预 计 将 于 2023 年 和
2024 年底量产上市。 除乘用车外，FF 还
计划在 2023 年利用其专有的 VPA 平台
推出“最后一英里智能运输车”。

作为第一批互联网造车企业，2014 年
5 月注册成立的 FF 无疑是 “起了大早，赶
了晚集”。 在短短数年中，乐视网打造过以
美国 FF 和中国乐视超级汽车两大项目为
主的“汽车王国”，包括电动汽车生产制造、
分时租赁、汽车电商、充电桩业务和互联网
出行平台。彼时，蔚来、理想、小鹏汽车等车
企还名不见经传。而如今，造车新势力赛道
早已风生水起。

FF 还能否翻盘？ 官方宣传 FF 91 已经
获得了来自全球的 1.4 万个订单。 路演材
料同时也提醒，在目前的商业模式下，公司
增长面临重大障碍，预计未来将持续亏损，
也可能永远无法实现或维持盈利能力，“超
豪华电动汽车市场的发展可能不符合我们
的预期”。

“我之所以放弃一切，只为把 FF 做成，
实现变革汽车产业的梦想。”贾跃亭再一次
留下了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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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吉利利新新能能源源车车

“2020 年新能源汽车要占吉利总销量
的九成。 ”这是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吉利”）董事长李书福在几年前说
出的豪言壮语。

然而，近期吉利发布的 2020 年销量数
据却与此目标相差甚远。

数据显示，吉利 2020 年总销量超 210
万辆，其中吉利汽车累计销量达 132.02 万
辆，连续四年夺得中国品牌乘用车销量第
一， 但新能源汽车产品销量仅为 6.81 万
辆 ， 同比下降 40% ， 在总销量中仅占
5.16%，市场表现远未达预期。

“蓝色吉利行动”失利

吉利于 2015 年发布了 “蓝色吉利行
动”战略，在自主品牌中率先宣布转型电动
化，并计划到 2020 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占
吉利整体销量的 90%以上， 其中插电混动
与油电混动汽车销量占比达到 65%， 纯电
动汽车销量占比达到 35%。

2015 年 11 月，伴随着“蓝色吉利行
动”新能源战略的发布，吉利推出旗下首
款纯电动汽车帝豪 EV。 彼时，特斯拉刚
进入我国市场，蔚来、理想和小鹏也才刚
成立， 帝豪 EV 在新能源汽车市场几乎
没有什么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加上连续
多年的政府补贴，帝豪 EV 在 2015-2016
年共卖出 4 万多辆。

2018 年，帝豪 GSe 上市。 然而，虽然
仅时隔两年， 帝豪 GSe 却遇到了比亚迪
元 EV、小鹏 G3 等竞争对手。 中汽协数据
显示，2019 年前 2 个月，帝豪 GSe 销量仅
为 3842 辆， 而比亚迪元 EV 同期的销量
却达到了 11826 辆。

为挽回颓势，2019 年吉利推出了 “几
何”这一新能源新品牌，并将其提升至与吉
利、领克品牌并行的地位，以“高端纯电动
品牌”进行宣传，称其首款车型几何 A 为
“东半球最好的电动车”。 但几何品牌的销

量却不尽如人意。 数据显示，几何 A 和后
来推出的几何 C 2020 年销量总共仅有
10328 辆。

2020 年 4 月初，吉利又盯上了低端新
能源出行领域，推出枫叶汽车。但该品牌旗
下首款量产车型枫叶 30X 和首款换电车
型枫叶 80V， 在 2020 年 12 月销量分别仅
为 429 和 298 辆。

2020 年 7 月，吉利还与奔驰联合组建
了 smart 全球合资公司，致力将 smart 打造
成高端电动智能汽车品牌， 首批产品将于
2022 年推出。

如今看来， 吉利在新能源汽车市场布
局很大，但收获却不能令自己满意。

“油改电”模式“缺乏诚意”

实际上，近 5 年来，吉利新能源汽车年
销量在其总销量中的占比始终未突破
10%。 2019 年吉利新能源汽车销量为 11.3
万辆，占总销量的 8.30%，已是近 5 年来的
最高占比。

记者发现， 吉利将燃油车时代的多品
牌战略也运用在了新能源汽车上。据了解，
吉利是目前推出电动化车型品牌及细分品
类车型最多的汽车厂商，包括几何、极星、
枫叶，以及未来的 smart，如果再加上吉利
新能源商用车集团旗下的远程汽车和伦敦
电动汽车， 吉利控股旗下的新能源品牌已
超过 8 个。

“体系过于庞大，是吉利新能源汽车

近年来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业内
人士认为，吉利新能源汽车布局过大，资
源无法集中。“品牌众多，竞争力却不强，
吉利没有出过爆款新能源车型， 上不了
畅销榜单。 吉利所有品牌的新能源汽车
加在一起， 甚至还不及他人一款新能源
汽车品牌。 ”

同时，记者发现，在如今汽车电动化、
智能化的大趋势下，吉利并没有转变观念。
从 2015 年开始，吉利所有的电动汽车产品
均选择“油改电”思路，到 2020 年也是如
此。 帝豪 EV 是改自帝豪燃油版、 纯电动
SUV 帝豪 GSe 改自帝豪 GS，枫叶 30X 改
自远景 X3，就连极受重视的几何 A，实际
上也是帝豪 GL 的电动版。

资料显示， 与国内几大头部车企相
比，吉利的研发费用处于末位。国外同行，
如奥迪、奔驰的研发费用占总营收的比重
普遍在 7%以上， 而吉利的研发费用占比
则低于 2%。

业内人士普遍表示，“油改电” 车型存
在续航短、操控差等技术短板，在新能源汽
车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 随着技术的
不断迭代更新， 消费者和市场的要求也日
趋严格，缺乏诚意的“油改电”模式已经无
法帮助吉利实现电动化转型目标。

“买买买”风险凸显

今年 1 月以来，吉利动作频频：1 月 11
日宣布与百度联手造车， 且双方合作基于

吉利 SEA 浩瀚智能进化体验架构展开；1
月 13 日， 又宣布牵手富士康成立合资公
司， 为全球汽车及出行企业提供代工生产
及定制顾问服务；1 月 19 日， 吉利又与腾
讯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围绕智能座舱、自动
驾驶、数字化营销、数字化底座等领域展开
全方位战略合作；1 月 29 日， 吉利控股与
法拉第未来签署框架合作协议， 共同探讨
由吉利和富士康的合资公司提供代工服务
的可能性。

吉利近期一系列的积极行动， 也反映
出了其在新能源市场加速追赶的迫切心
情。 近年来，吉利加速“买买买”的步伐。 加
上自身在全国范围内的工厂布局， 产能过
剩已十分明显。资料显示，吉利在全国的新
能源汽车产能已达 300 万辆。

吉利力图通过强强合资合作将自己的
新能源汽车做强， 但收购和合作真的能让
吉利在造车大业中拔得头筹吗?

“这种看似强强联合的合作方式，资
金、技术往往掌握在科技巨头的手中，而吉
利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生产工具， 处于次要
地位。 ”有业内人士认为，吉利通过“买买
买”的方式，是买不来核心技术的。

而最近吉利和法拉第未来的合作也
被认为是一场豪赌，虽然有资金，但法拉
第未来的种种“前科”导致多数业内人士
并不看好其前景。 “吉利近期有点急躁。 ”
上述业内人士认为，传统车企转型确实不
易，但首先要转变“油改电”思路，顺应市
场需求，之后加大创新力度，方能在行业
内担当龙头。

新新车车评评

�� 电电动动化化品品牌牌不不少少却却无无任任何何爆爆款款车车型型，，产产能能过过剩剩愈愈发发明明显显，，研研发发
费费用用占占比比长长期期偏偏低低——————

■本报实习记者 杨梓

特斯拉该有点
“危机意识”了

出出出出出出出出 彩彩彩彩彩彩彩彩如如何何

濒濒死死边边缘缘挣挣扎扎数数年年，，突突然然宣宣布布借借壳壳上上市市——————

法法拉拉第第未未来来能能否否再再续续造车梦？
■本报记者 卢奇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