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汽 车
AUTOMOBILE

2021 年 1 月 25 日

责编 | 张郁
E-mail: yuzhang@cneo.com.cn

美编 | 高梦洁 　校对 | 谷红欣

  作者   刘洋

  作者   王亚菲

1 月 17 日， 就在 PSA 与 FCA 合并交

易正式完成次日，有消息称两家公司组成

的新集团 Stellantis，有意在中国组建一家

新合资公司，目前正与奇瑞汽车等公司展

开谈判，谈判的持股比例为 75%。

随后，Stellantis 对外坚决否认有关

报道，并表示：将一如既往地致力于同

目前的合作伙伴——东风汽车集团和广

汽集团的合作。

1 月 18 日，Stellantis 在上市交易首

日股价上涨了8.1%，市值达420亿欧元（约

510 亿美元），获得了一个不错的开头。

事实上，Stellantis 作为目前神龙汽

车与广汽菲克的外资方，上述车企的在

华表现皆难言乐观。

特别是神龙汽车，作为最早进入中

国的外资车企之一，更遭遇了入华 30 年

来的最低谷。2020 年数据显示，其全年

销量仅约 5 万辆，同比下滑达 55%。

不过，从单月销量数据来看，神龙

汽车已出现复苏迹象。

去年 12 月，神龙汽车终止连续 30

个月负增长，同时环比月销量连续正增

长。这也被外界视为是企业经营开始转

好的一个正面信号。

这家久积沉疴的企业，在去年刚刚

履新的神龙汽车董事长张祖同和神龙汽

车总经理陈彬“双人组合”的带领下，

又能否迎来真正的曙光？

1 月 18 日，时代财经亦就 PSA 集团

合并对于神龙的影响采访了神龙汽车，

截止发稿未获回复。

张祖同、陈彬走马上任

2020 年，总部位于武汉的神龙汽车，

遭受了疫情与车市下滑的双重冲击，处

境十分艰难。

2020 年 5 月，作为合资公司的股东

方，东风汽车开始了高层人事调整。

其中，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常委、副总经理张祖同兼任神龙公司董

事长。公开信息显示，张祖同曾历任东

风汽车公司副总工艺师；东风汽车有限

2021 年刚开了个头，智能汽车的赛

道上就突然增添了多位新玩家——阿里

巴巴参与成立了智己汽车，百度拉上了

吉利、苹果和索尼也官宣了造车的新进

展……

新玩家总有新玩法，最直观的创

新是在销售模式上，当特斯拉和蔚来

用直营模式在市场上站稳脚跟，传统车

企也意识到“用户思维”“了解消费者

需求”是道必答题，因此他们也开始尝

试改变销售模式，由批发转向零售，

直面消费者。

直营、直销，甚至是直播，这些动

作意味着车企从研发型企业向用户型企

业转型。而转型过程中，过去十几年来

一直占据主导位置的汽车 4S 店销售模式

位置变得尴尬，它们会被新模式取代吗？

渠道下沉，车企直面消费者

“车企新能力智库共创会”上，关

于车企如何打造 to C 新能力成为热点议

题。此前，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王晓秋在谈到智己汽车时表示，“智

五年间销量从 70 万跌至 5万
张祖同和陈彬能否唤醒神龙汽车

公司商用车发动机厂长；东风汽车公司

战略规划部副部长，东风商用车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等职务。

曾担任东风汽车公司战略规划副部

长的张祖同也清晰指出了神龙汽车的症

结所在。

在他看来，神龙汽车最大的问题是

内部中法双方管理的问题。

第一，东风派到神龙公司的人没有

充分了解 PSA；第二，PSA 派到神龙公

司的人没有充分了解中国市场。这直接

造成了合资公司日常管理过程中的意见

分歧，内部决策效率低下。

对此，张祖同上任之初便给神龙公

司开了三剂“药方”。一、基于 PSA 理

念和技术实力，打造优秀产品更加贴近

中国客户需求；二、为以优质的产品品

质感动中国客户；三、通过神龙公司把

标志雪铁龙的故事讲好。

三大措施直击神龙汽车在产品力、

售后服务、市场营销方面的薄弱之处。

去年 9 月 2 日，神龙汽车再次宣布，

原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彬从

当月起接替李军担任神龙汽车执行副总

经理。两周后的 9 月 18 日，陈彬被神龙

汽车任命为总经理。

随后的 10 月 24 日，在武汉举行的

神龙汽车文化节上，“元 + 计划”正式

发布，神龙汽车经营层面的整体调整方

案也浮出水面，该计划从产品、营销、

服务、运营等四个方面，针对性地提出

了相应解决方案，并发布了“产品更中

国”“营销更精准”“服务更信赖”“运

营更高效”的目标。

值得一提的是，在提振购买信心，

促进终端销售方面，神龙汽车还发布了“7

天可退换车”“新车承诺 1 年保价”“新

车质保 5 年”等保障性措施。

作为神龙汽车的新掌舵人，陈彬出

生于 1976 年，属于“75 后”少壮派。

1998 年进入东风公司后，陈彬历任东风

德纳车桥有限公司采购部部长，东风汽

车公司团委副书记、团委书记，东风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等职务，2018

年 8 月，陈彬调任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担任总经理，全面领导公司经营管理

工作。

在其被任命为神龙汽车的关键角色

之时，外界曾有不少质疑。其中质疑点

之一，就在于陈彬的过往履历中，并无

乘用车领域的管理工作经验。

不过，在张祖同和陈彬这对中方拍

档上任之后，从连续 4 个月的环比销量

上涨，到 30 个月以来首次销量同比转正

等销量数据来看，这家久积沉疴、逐渐

边缘化的企业，又开始有了一些血气。

前途未卜

尽管连续四个月销量上扬，但神龙

汽车在 2020 年，依然遭遇了入华 30 年

来的最低谷，全年销量仅约 5 万辆，同

比下滑达 55%，对比 2015 年 70 万辆的

销量高峰，令人唏嘘。

作为中国最早建立的中外合资车企

之一，神龙汽车成立于 1992 年 5 月，由

东风汽车与法国雪铁龙各占 50% 的股份

共同组建，当时仅生产雪铁龙品牌。在

双方合资 10 年后，2002 年 10 月，中法

双方合作进一步升级。双方追加资本 10

亿元，并引入标致品牌。

可以说，神龙汽车既是中国汽车工

业的深度参与者，也是见证者。

对于东风汽车集团而言，作为旗下

最早的乘用车合资企业，神龙汽车也是

东风乘用车事业板块的起点。

但是，相较于几乎同时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进入市场的德系品牌（大众、奥

迪），法系品牌在中国市场的发展曲线

正走向式微。

数据显示，2020 年，一汽 - 大众、

上汽大众在华合并销量达 360 万辆，而

上述合资车企的高光表现也助推了一汽

集团、上汽集团成为中国领先的汽车集

团之一。

但让人惋惜的是，与德系大众等品牌

在华高歌猛进相反的是，法系品牌近年来

在中国市场连续陷入了经营泥沼之中。

作为法系品牌的代表性企业，神龙

汽车一度高光。2015 年，神龙汽车旗下

双品牌东风标致和东风雪铁龙累计销量

达 70 万辆规模，彼时，神龙汽车也在国

内建设了多达 4 座工厂，年产能达 80 万

辆，产销目标冲击百万。

但是，乐观的目标之下，神龙汽车

也很快遭遇了连续挫折。在到达 70 万产

销规模顶峰后，神龙汽车的销量开始持

续大幅下滑。

近 4 年来，根据官方数据，神龙汽车

年销量分别为 60 万辆（2016 年）、38 万

辆（2017 年）、25 万 辆（2018 年）、11

万辆（2019 年）。2020 年，神龙汽车仍

在同比 55% 的幅度大幅下滑，跌势未止。

销量连续失速之下，神龙汽车产能

相应开始出现过剩，利润率持续下滑。

从 2019 年开始，神龙汽车不断传出相关

停工、人员精简、工厂出售等消息。

事实上，不止神龙，整体法系阵营

亦都举步维艰。从长安 DS 工厂被宝能收

购，再到东风雷诺停止雷诺品牌相关业

务，法系品牌集体在中国市场遭遇寒冬。

面对市场关于神龙前景的担忧，去

年 9 月，PSA 官 方 发 布“ 定 心 丸”。

决定于 2020 年第四季度向神龙汽车提

供 5000 万欧元的资金。且自 2020 年至

2037 年期间，PSA 集团每年将向神龙公

司提供上亿元人民币资金，用于旗下双

品牌的品牌形象建设和渠道发展。另外，

PSA 和东风两大股东已决定于 2021 年对

神龙公司进行增资。

不过，随着 PSA 集团与 FCA 集团合

并正式完成，在新股东方对于神龙汽车

态度暂未明晰之下，销量未有明显转好

的神龙汽车未来仍存在较大变数。

1 月 18 日，资深行业分析师任万付

告 诉 时 代 财 经，“ 个 人 认 为，FCA 与

PSA 合并完成后，在中国市场的业务或

如传闻一样需要重新梳理，广汽菲克和

神龙汽车目前正在逐渐边缘化，如不采

取有力措施尽快挽回市场销量，退出中

国市场将是难以避免的事情”。

但神龙汽车也不是一点机会都没有

了。随着中国汽车市场电动化赛道不断

扩大，电动化亦将成为神龙汽车发展的

机会点。

作为产品主导方，据悉，PSA 计划

到 2025 年实现 100% 的电气化。目前，

PSA 也已拥有了可开发插电式混动车型

的 EMP2 平台，以及可兼容纯电、汽油

和柴油三种动力模式的 CMP 平台两种电

气化技术。

另外，为了改善神龙汽车产能利用

率低迷的现状，PSA 还计划把神龙汽车

打造成面向东南亚等市场的生产基地，

通过代工及出口项目提升神龙汽车目前

较低的产能和利润率状况。

值得一提的是，在急剧变化的市场

中，除了正确的战略，能够快速落地的

执行力同样重要。目前，留给神龙“摆尾”

的时间窗口，显然已越来越少了。

（转自时代财经）

汽车 4S 店模式尽头显现，车企直营直销直面用户渐成趋势

已在中国汽车市场沉浮 30 年的神龙汽车，张祖同和陈彬这对中方搭档能帮助它挺过这次低谷吗？

己将一改传统的批发分销模式，采用基

于直营的全渠道零售模式，在确保价格

公开透明的同时，实现多触点直达用户，

给予用户符合个性需求、极致便利的产

品体验。”

在过去，当汽车行业谈到“渠道下

沉”，指的是销售网点下沉到四五线城

市去，提及渠道下沉的优秀典范，是上

汽通用五菱。而今天，当汽车线上销售

不再成为难题之后，渠道下沉则是车企

自身，是不是有能力真正直面消费者。

传统汽车企业以前是汽车制造商，

生产制造出产品后，批发给渠道经销

商，而现在汽车企业转型为移动出行服

务商，汽车也成了可以 OTA 迭代的产

品，卖车可能仅仅是个开端。如此背景

下，车企需要学习的一大功课就是，如

何 to C。

“我们看现在的整个汽车市场，以

4S 店为展现形态的经销商大概有 2.2 万

到 2.5 万左右，汽贸店（指二级经销商）

大概是 10 万以上。”工信部汽车智能

产业研究院“车企新能力”联合实验室

首席专家陆斌点出一个事实，“每年

2000 万台的新车销售中，有 30% 的量

看似是一级经销商进的货，其实是通过

“汽贸店这种形式连接客户的。”

陆斌认为，如果车企还是强依赖于

一级经销商，然后分给二级经销商，二

级经销商再层层分包，用户、品牌商和

制造者不能产生直接的联系，品牌商在

研发、制造一款新的产品的时候不能连

接用户，不知道用户在使用过去的产品

当中有哪些痛点和需求点，最终的结果

就是产品与用户需求的割裂。

不可否认的是，特斯拉的到来，让

整个汽车行业看到，除了 4S 店之外，

还有一种直营的方式可以成功。此后，

一阵关于汽车新零售的新风骤起。

直营+直销+直播，传统渠道被颠覆？

跟在特斯拉身后，蔚来深度复制了

直营模式，而传统车企中，也有通用、

大众这样的巨象，正在尝试通过直销的

方式，去直接触达消费者。

“我认为 to C 有两种表现形式，一

种是直销，另一种是直营。”工信部汽

车智能产业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兼汽车智

能服务联会秘书长张砼认为，“直销更

多的是在于谁是开票权，物权发生了怎

样的转移，我们把它定位为直销，直营

要看谁是最终接触用户端。”

除 了 直 营、 直 销， 还 有 直 播， 在

2020 年疫情期间，几乎所有品牌车企

都启动了线上直播卖车，尽管实际成交

数据鲜有公布，但可以看到企业对于转

型的动作和决心。

“直播和车企直销不是划等号，没

有直接的关联，但我认为在建立直销的

能力还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杀手锏。”团

车网 CEO 闻伟表示，无论是汽车厂家主

机厂端还是经销商端都存在着很多的问

题，就是高不成低不就的问题，“直播

的目的应该是做好车的宣传，做好车的

卖点、亮点的宣传，让 C 端用户可能对

你这个品牌有一点兴趣，或者原来没兴

趣的形成兴趣，这就是种草。”

车企已经意识到 C 端的重要性，并

且亲自上阵尝试 to C。那么过去的 4S

店模式是否面临被颠覆？

对 此， 张 砼 表 示：“ 我 不 认 为 4S

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快会被取代，或者

这个模式 2C 以后 4S 店就会被颠覆掉，

我只是认为这两种形式都不是最终的汽

车行业的流通模式，我们都在这条路上

探索，用不同的方式方法往前走。”

而闻伟则直接表示，4S 店会消亡。

“4S 店这个概念如果单从名义的角度，

我认为大概率会消亡，但是从行业经

销群体两万多家，其实需要的是软着

陆而不是硬着陆（指关店）。”闻伟认为，

4S 店集团已经积累了十几年的固定资

产，拥有品牌、用户粘性群体，这些是

其拥有的优势，“无论如何在未来智能

化，尤其是新实力、新势力已经建立起

自己的直销能力的时候，整个经销商群

体应该顺应这个潮流和趋势，主动融

入到全数字化链条，为主机厂做智能

化终端场景赋能，是 4S 店软着陆的一

个出路。”

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统计数据显

示，2020 年上半年，全国超过三成的

经销商销量同比下降 30% 以上，经销

商新车收入平均为 0.76 亿元，平均毛利

率负值凸显，为 -3.5%，“销售即亏损”

的情况加剧。一边是传统模式下汽车销

售成为赔钱的买卖，另一方面车企在拼

命向销售端渗透，曾经主流的汽车 4S

店未来出路到底在哪里？

（转自蓝鲸财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