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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实实习习记记者者 杨杨梓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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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卢卢奇奇秀秀

关注

2299..88%% 当前整体未随车配建充电设施率达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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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7..99%% 截至 2020 年 12 月，全国充电基础设施累
计 168.1 万台，同比增长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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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时期，车载用电量将达到千亿度以
上，占全国电力消费的 3%—4%左右

日前，上海证监局发布公告称，威马
智慧出行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威马”）已具备辅导验收及科创板
上市申请条件， 这意味着威马已完成上
市辅导， 并将在不久之后正式递交招股
书。如果能顺利上市，威马将成为新能源
汽车的“科创板第一股”。

但与此同时， 公告中的主要财务数
据显示，自 2017 年到 2020 年前三季度，
威马汽车除了营业收入逐年增加外，营
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
利润都处于亏损状态。

威马能否通过上市挽救颓势？

■■四年亏损百亿

公告显示， 自 2015 年成立至今，威
马共历经 12 次增资， 总融资金额超 300
亿元。 2016 年 8 月，刚刚成立 10 个月的
威马宣布获得 10 亿美元 A 轮融资；2017
年 12 月， 威马先是获得 10 亿美元 B 轮
融资， 半个月后又获得 B+轮融资；2018
年 3 月，威马完成总额 30 亿元人民币的
C 轮融资；2020 年 9 月，威马再次完成了
总额 100 亿元人民币的 D 轮百亿融资，
这也是造车新势力史上最大单轮融资。

威马在 2017 年—2020 年前 9 个月
间， 分别实现营收 1487.17 万元、7.2 亿
元、17.8 亿元以及 16.8 亿元；实现归母净
利润分别为-16.96 亿元、-24.53 亿元、-
36.08 亿元以及-36.49 亿元，四年累计亏
损达 114.06 亿元。

虽然业绩持续亏损， 但公告也称，
2020 年 1 至 9 月，威马汽车所有者权益

合计扭亏，为 30.83 亿元。 不过，威马的
净资产变化或主要得益于上述大体量
的筹资。

2020 年 1 月，美团创始人王兴发文
称，角逐下两轮竞争后的造车新势力是
理想、蔚来、小鹏。 随后，威马创始人沈
晖发文回应，愿与王兴打赌，称“威马一
定是“Top 3 之一”。但如今看来，沈晖赌
输了。

从营收方面看， 同为造车新势力的
蔚来、理想和小鹏，2020 年的营收均优于
威马。数据显示，2020 年前三季度蔚来营
收为 96.17 亿元，理想实现营收 53.13 亿
元，小鹏为 29.93 亿元，而威马的同期营
收仅有 16.84 亿元。。

从销量方面看，威马在 2019 年销量
表现优异，共交付 1.68 万辆，成为 2019
年国内造车新势力单车年度交付量第一
名， 累计交付量也位列第二。 而到 2020
年，情况发生突变，官方数据显示，蔚来
全年销量升至 4.37 万辆， 仅有一款车型
在售的理想销量也达 3.26 万辆， 小鹏汽
车为 2.7 万辆，而威马全年销量仅为 2.25
万量。

显然，无论是营收还是销量，威马并
没有达到沈晖“Top 3”的预期，在 2020
年已经“掉队”。

■■质量问题堪忧

在威马的造车模式上， 出身传统车
企的沈晖选了一条传统的造车路线：自
建工厂、主打性价比。 相反，蔚来寻找江
淮代工，小鹏汽车的自建工厂在 2020 年

3 月才试生产， 之前一直由海马汽车代
工。 在沈晖看来，威马的产品品质要向沃
尔沃靠拢，成本控制向吉利学习。但威马
近年却不断被爆出质量问题。

公开资料显示， 自 2018 年下半年
起，威马汽车负面新闻不断，不仅先后
陷入“失速门”“刹车门”“亏电门”“漏风
门”等，实际续航里程偏低、异味异响、
隔音隔热效果差等多方面问题也频遭
车主吐槽。

2020 年连续的自燃问题更是让威马
陷入舆论质疑。 2020 年 10 月 5 日、10 月
13 日和 10 月 27 日， 威马接连发生了三
起自燃起火事故， 最终致使其召回 1282
辆汽车。

目前，蔚来、小鹏、理想均已在美国
上市，并借助新能源市场大涨的东风，股
价迎来一波波飙升。 截至 2 月 2 日收盘，
三家车企市值分别达 871.49 亿美元、361
亿美元、271.07 亿美元，而威马此时才刚
刚完成上市辅导。 2020 年 3 月新经济行
业数据挖掘和分析机构 iiMedia Research
曾 发 布 《2020 中 国 独 角 兽 榜 单
TOP100》， 威马当时以 410 亿元人民币
的估值入选榜单。但有业内人士预计，准
备在科创板上市的威马， 市值不可能超
越在美股上市的蔚来、理想和小鹏，而威
马的质量问题或将进一步对其之后的市
值评估产生影响。

■■前路充满艰辛

沈晖曾在 2020 年 9 月表示 ，未
来 3 到 5 年 ，威马将投入 200 亿元人

民币，汇聚 3000 名全球顶级工程师 ，
打造更符合中国用户喜好的 EC 出
行智能终端 ， 制造出具备万物互联
的智慧汽车。

1 月 19 日， 在威马第三款智能纯电
动 SUV W6 的量产仪式上， 沈晖表示，
“2021 年将是威马战略提速的一年，技
术、产品、智能化、渠道将加速奔跑。 ”

“2021 年，除了新上市的 W6 外，威
马亦会有新的产品布局 2B 出行领域，
从而实现‘2B+2C’双线并进，推动智能
电动车的普及。 下半年，威马轿车战略
也会正式开启。 ”沈晖对威马的未来信
心满满。

但威马盯上 2B 领域不免使人忧心
忡忡，毕竟 B 端市场的份额有限，想要拼
出一番天地实属不易。

若威马成功上市， 或将得到更多
资金支持 ，也为诸如天际汽车 、爱驰
汽车等众多期待上市的企业登陆科
创板提供范例。 但业内人士认为，在
汽车行业， 前期投入需要大笔资金，
但融资到大笔资金也并不意味着摆
脱风险。 新造车势力的当务之急是扭
亏为盈，能够自我造血才能长远发展
下去， 一味依靠资本并非长久之计。
“就目前来看，即使威马成功上市，想
盈利还言之过早。 目前威马的产品还
被指定位不清 、亮点不足 ，随着市场
竞争愈发激烈，如果企业长时间不能
实现盈利，被市场抛弃几乎是必然的
事情。 ”

威马能否凭借科创板上市扭转颓
势，还需要时间来检验。

固态电池
成资本炒作“重灾区”
■■本报记者 韩逸飞

日前，记者从国家知识产权局获悉，比
亚迪最近获得了 283 项专利授权， 涉及固
态电池等相关技术。

据悉， 比亚迪专利涉及全固态电解质
级组合物与电极材料的制备方法。 根据专
利描述， 比亚迪的全固态电解质属于氧化
物全固态电解质， 并且比亚迪通过自己的
专利技术提高了其导电率和力学强度，从
而使得全固态电池具有优异的电池循环性
能和高倍率充放电性能。

目前业内主流观点认为， 锂离子电池性
能已达极限， 固态电池才是未来电池技术的
发展方向。 但是，固态电池怎么就突然火了？

资本力量推波助澜

据记者了解， 固态电池和传统锂电池
的工作原理相同， 都是靠锂离子在电池正
负两极之间反复转移实现充放电， 锂离子
就像运动员一样，在摇椅的两端来回奔跑，
业内也形象地将其称为“摇椅式电池”。 两
者不同的是，固态电池的电解质是固态，而
传统锂电池的电解质是液态。

近日，EVTank 联合中国电池产业研究
院发布的 《中国固态电池行业发展白皮书
（2020 年）》（以下简称《白皮书》）预测，2030
年全球范围内固态电池的出货量或将达到
276.8Gwh，整体渗透率将达 10%左右。

《白皮书》认为，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固
态电池仍处于产业化的前期，包括中国、日
本、 美国和欧洲等在内的全球主要国家和
地区均将固态电池作为下一代电池技术大
力扶持， 中国政府将在未来十年重点推进
固态电池的研发和产业化。

不过最近固态电池突然“大火”，与资
本力量在背后推波助澜不无关系。 目前全
球已经量产或正在中试的固态电池企业，
包 括 Quantum Scape、Bollore、Sakti3、SES、
24M、清陶能源、赣锋锂业、卫蓝新能源、辉
能科技等。 “炒作者居多，真正实干的没几
个。 ”一位深耕动力电池多年的业内专家告
诉记者，“用时髦一点的话说， 现在的固态
电池就是炒热度，想上热搜。 ”

过度宣传“言过其实”

传统的锂离子电池面临的“痛点”，是“续
航里程”和“易燃易爆炸”，所以能量密度和热
失控一直是其发展道路上的“拦路虎”，业内认
为固态电池将在这两方面都有质的提升。

不过， 在中国电池产业研究院院长吴
辉看来， 固态电池的优势就是利用固态电
解质的稳定性， 来提升电压或者负极更换
更活泼的金属锂负极。 但是，虽然理论上固
态电池的安全性和能量密度都有优势，但
是现在确实存在很多技术问题尚未解决，
最重要的是固态电解质和电极之间的界面
问题，导致电导率低，界面阻抗大。

上述业内专家告诉记者，固态电池现
在还没有到大规模应用阶段，仅在个别领
域开展应用探索。 事实上，行业内还在试
图突破固体电池的技术问题，所以，现在
提出的固体电池所具备的优点，都是“实
验室数据”， 偏理想化， 并没有站在市场
化的前提上。

中俄新能源材料技术研究院院长王庆
生表示，“固态电池技术还处于发展中，液
态和凝胶态因其技术体系特点只限于数码
和非大功率市场应用， 但热固化电池只在
封装技术上进行改进， 违背了电池产热散
热机理，不可在动力上使用。 所以，现在大
肆鼓吹的所谓‘固态’电池到底是什么体系
技术就一目了然。 ”

踏实研究才是根本

一直以来， 动力电池市场的角逐战之
激烈有目共睹，从磷酸铁锂独霸市场，到三
元锂电池成为主流， 再到最近磷酸铁锂又
有出头之势，电池领域的竞争从未停过。 一
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对于固态电池，谁能
率先突破技术瓶颈， 谁就能抢占动力电池
下半场的先机。

但在吴辉看来， 锂电池发展应遵循液
态电池、半固态电池、准固态电池再到固态
电池的发展路径。 所以车用的半固态电池
可能会在 2-3 年内量产，但全固态电池预
计还需要在 5 年后才可能小规模试车。

王庆生直言， 现在把凝胶态技术理解
成固态的体系技术，高镍正极+Si/C 负极作
为高能正负极材料代表凑出的“固态高能”
电池应用在汽车上太过牵强，“还有很多真
正意义上的技术问题没有解决， 并且体系
技术不满足动力电池应用设计， 材料技术
也还需要完善。 ”

“所以业内要科学地面对技术和产品，
不要过于夸大，不要混淆、拼凑技术，更不
要什么都迎合名词概念， 这种资本炒作并
不能有效推动技术进步，其实最简单、最好
的宣传手段就是做好技术。 新能源汽车产
业的发展肯定是不断前行的， 但这需要我
们几代科学工作者扎扎实实地沉下心来做
研究。 ”王庆生指出。

近日， 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
促进联盟预测，2021 年，国内私人随车充
电桩将新增 42.6 万台， 总数将达到 130
万台；公共充电桩将新增 36.3 万台，总数
将达到 117 万台；新增充电站 2.11 万座，
保有量将达到 8.5 万座。 国内新能源车
桩比将达到 2.7:1。

“充电设施仍是电动汽车发展的短
板，作为新兴行业，其规则、政策还没
有得到充分落实。 随着电动汽车的规
模化普及，必须做好充电事业。 ”中国
汽车工业协会原常务副会长董扬指
出， 充电设施将成为电动汽车发展乃
至国家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
重要“战场”，“十四五”将是我国充电
事业发展的关键期。

充电网络已实现高比例覆盖

“‘十三五’时期，充电设施网络快速
增长、服务水平持续提升，有效支撑了新
能源汽车的推广应用。 ” 中国电动汽车
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秘书长许艳华分
享了一组数据： 我国公共充电桩保有量
从 2015 年的 4.9 万台，增长到了 2020 年
的 80.7 万台，数量上涨 1546.9%，从 100
个城市走向全国 450 个城市， 覆盖率达
90%，实现了充电设施网络的高覆盖。

充电运营商方面，特来电、星星充电和

国家电网充电桩数量占比超过 70%。 云快
充平台接入 5.7万台充电桩，为上千家中小
运营商建设的充电设施提供平台服务，形
成公共充电设施头部企业规模大、 常尾企
业数量多的局面。 同时，记者注意到，充电
设施产业从最初少量企业进化到了现在的
多类型企业参与，包括停车场管理、电池储
能、地图导航等企业跨领域协同推进。

截至 2020年 12月，全国充电基础设
施累计 168.1 万台，同比增长 37.9%，成绩
远超业内预期。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
施促进联盟统计，2020 年有超过 26 个省
市密集出台了 50余项与充电设施相关的
政策，为充电设施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许艳华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新
能源汽车发展将驶入快车道， 充电需求
随之成倍增长。 车载用电量将达到千亿
度以上， 占全国电力消费的 3%—4%左
右。 巨大的需求为产业带来巨大机遇。

与此同时，业内人士也提醒，当前
充电设施产业发展还面临着严峻挑
战，比如，充电设施规模仍存缺口，空
间布局有待优化；充电效率仍需提升，
公共充电设施利用率较低； 充电安全
问题时有发生等。

居民区充电难题待攻克

“电动汽车能源补给方式与燃油

车存在根本差异。 针对私人电动乘用车，
最佳的充电方式是目的地充电。 ”在中国
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主任张
帆看来，居住区充电是首选的充电地点，
私人桩有望成为巨大的充电服务市场，
“调查显示，90%的电动车主愿意购买第
二辆电动汽车， 而 90%的燃油车主不愿
意购买电动汽车， 能否配建私人充电桩
是最主要的决定因素之一。 ”

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促进
联盟通过采样联盟内成员整车企业约
124.5 万辆车的车桩相随信息发现，其
中未随车配建充电设施 37.2 万台，整体
未配建率 29.8%， 私人桩实际建配率还
有待提升。

“进小区难”已然成为制约电动汽车
快速发展的瓶颈。 蔚来联合创始人秦力
洪坦言，“换电站、 充电桩具体布局过程
中碰到很多问题，大部分地方无法可依，
怎么报批、物业不配合怎么解决。 地方在
执行上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

究其原因， 当前居住区安装充电
桩存在电力容量不足、没有固定停车
位、物业配合度低等各种问题。 在张
帆看来 ， 关键是充电设施参与方的
权 、责 、利不清晰 ，充电设施施工 、产
品缺少安全监管和长期保障 。 他建
议 ，充电设施要由政府主导 、电网支
撑 、 多方参与共建 ， 新建居住区要
100%预留充电车位，而老旧小区可采
用私桩与公桩互为补充的方式，并积
极推广有序充电。

“充电慢， 才需要更多充电设施。
尽管当前出于安全和对电池影响的考
虑，还不能大规模推广大功率充电，但
从土地、 设备、 能量要素最大化的角
度，一定要做大功率充电，缩短充电时
间。 只有如此，消费者才有好的充电体
验。 ”在星星充电董事长邵丹薇看来，
未来将形成三类充电场景， 目的地慢
充，公共充电站快充和单位、工厂、商
场的双向充放电。

车网融合势在必行

“随着电动汽车的大规模推广，无序
充电问题将给电网带来挑战。 当城市新
能源汽车保有量加速增长且快充占比相
对较高时，电源装机量、输电线路容量会
出现缺口。 ”在张帆看来，充电桩建设中
短期目标是有序充电， 中长期目标是需
求响应，车网互动。 “通过电动汽车有序
充电、双向充放电，让电动汽车更加友好
地接入电网，保障电力高效、安全供给。 ”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
2.0》提出，汽车产业碳排放峰值将先于国
家整体时间表， 力争于 2028 年达峰，到
2025 年较峰值下降 20%。这要求，充电设
施不仅为新能源汽车提供基础保障，还
要在能源结构调整中扮演重要角色。

张帆指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跑马
圈地”“烧钱补贴”的时代已经过去，充电
网、能源网、车联网、互联网、交通网等多
网融合将是必然趋势。 充电设施将赋能
平衡电网负荷、削峰填谷以及绿色能源。

尽管前景无限， 但当前车网互动还
存在困难。 “市场上配备放电功能的新能
源汽车和双向充电桩的数量有限， 用户
还难以参与充放电互动， 且当前车网互
动需求响应的补充资金缺乏可持续机
制，多数城市峰谷电价差较窄，获利空间
有限。 ”张帆进一步指出，电力辅助市场
准入门槛较高， 电动汽车参与电力现货
市场的地位还有待进一步明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