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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车企“混改”按下“快进键” 新能源成主攻方向

证券时报记者 韩忠楠

国内汽车市场的阵阵寒意， 让国

有汽车企业整合进一步提速， 掀起了

一波“混改潮”。

近日， 奇瑞汽车、 长安汽车

（

000625

）、一汽富维（

600742

）等多家

汽车企业披露整合方案，“混改” 成为

近期业内最具热度的话题之一。 有业

内人士认为，

2019

年汽车产销量的持

续下滑，导致行业竞争加剧，相关企业

进行混改将进一步提升企业的“抗寒”

能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赵英表示，具有相当规模、相当

影响力的汽车企业进行整体混改，对

于加速整个产业的混改具有示范意

义，是里程碑式的开端。

国有车企加速混改

近期， 先后有两家国有汽车企业

传出“混改”消息。

12

月

4

日，长安汽

车公告称， 全资子公司重庆长安新能

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下称“长安新能

源”）拟引入

4

家战略投资者，上市公

司对长安新能源持有的股权由原来的

100%

稀释至

48.95%

。

同日， 长江产权交易所公告显

示，奇瑞控股和奇瑞汽车共同接受青

岛五道口新能源汽车产业基金总共

144.5

亿元的注资，第一大股东易主。

奇瑞控股此前的第一大股东芜湖建

投的股比由

40.1％

降至

27.68％

；奇瑞

控股是奇瑞汽车的第一大股东，持股

比例为

32.48％

，

12

月

4

日达成交易

之后，青岛五道口亦间接成为奇瑞汽

车的第一大股东。

两大国有车企同时进行混改，在

业内引发轰动。 几乎在同一时期，另

一家汽车行业的上市公司也踏上了

混改之路 。 不久前 ， 一汽富维

（

600742

）公告称，公司第一大股东一

汽集团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将其

持有的一汽富维

5%

股份转让给亚东

投资。 转让完成后，吉林省国资委将

成为公司的实控人。

扎堆式的整合，令“混改”成为了

近期业内最受瞩目的关键词。混改，全

称为混合所有制改革， 目的是引入民

资促进生产力发展。

2013

年，在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确立了将发展混合

所有制经济作为国企改革的新方向。

2018

年，国务院国资委发布《关于开

展“国企改革双百行动”企业遴选工作

的通知》，进一步推动混改。 今年全国

两会期间， 国务院国资委再次就混改

做出重要表态。

根据长城证券发布的一项报告显

示，目前中央企业及其子企业混改，按

照户数的比例已达到

70%

；截至

2018

年末， 中央企业所有者权益总计

19.9

万亿元，其中国有资本共计

12.7

万亿

元， 吸引的各类社会资本共计

7.2

万

亿元，占整体所有者权益的

36%

。

国有企业混改的路径大体可以分

为整体上市、民营企业参股、国有企业

并购、员工持股几种方式。在过去的几

年中， 汽车行业大量上市公司率先实

施限制性股票或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进

行混改。

2018

年， 汽车行业三大央

企———长安、一汽、东风分别通过引入

战投、并购重组、股权激励等多种方式

持续推进混改。这其中，北汽新能源的

借壳上市、东风汽车以“换股”的形式

对旗下零部件公司进行整合等， 都是

业内较为经典的“混改”案例。

2018

年底，国家发改委颁布《汽车

产业投资管理规定》， 规定明确提出：开

展混合所有制改革， 推动国有汽车企业

与其他各类企业强强联合， 组建具有世

界一流水平的汽车企业集团。至此，汽车

行业的混改迎来了纲领性的宏观指导。

中国科学院中国创新战略和政策研

究中心研究员王晓明表示， 国有汽车企

业的决策缓慢、 创新不足制约了未来

的市场竞争力。 混改有盘活国有企业

资产，增强创新能力的作用。

而在国内汽车产销量持续下滑，

市场整体遇冷的背景下， 国有汽车企

业扎堆“混改”则释放了别样的信号。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称， 混改是

大势所趋， 其目的在于实现国有资本

的增值保值； 而在汽车产销持续下滑

的背景下， 国有汽车企业通过混改的

方式， 更加有利于提升竞争力， 增强

“抗寒”能力。

新趋势倒逼国有车企变革

“国有汽车企业进行混改，既有内因

也有外驱，尤其是在电动化、智能化等趋

势蔓延至汽车行业时， 这种自我变革的

动力变得尤为显著。 ”上述业内人士说。

梳理近年来国有汽车企业的混改实

例， 会发现新能源汽车领域已成为混改

的聚焦点。

2016

年

3

月，北汽集团全资

子公司北汽新能源启动增资扩股实施

A

轮融资， 正式开启混改之路。

2018

年

9

月

27

日，北汽新能源通过借壳的方式在

A

股挂牌，成为国内第一家

A

股上市的

新能源整车企业。

长城证券认为， 北汽新能源通过上

市的方式进行混改， 不仅打开了资金渠

道， 也让品牌影响力等方面获得了质的

提升。

而长安汽车的混改之路同样将落脚

点放在了新能源领域。

2018

年

5

月，长

安汽车成立全资子公司长安新能源。 同

年

8

月，长安汽车发布公告称，为适应新

能源汽车业务发展， 公司拟进行内部资

产重组， 将其与新能源业务相关的部分

资产以及与其相关的部分业务、 人员划

转至其全资子公司长安新能源， 划转资

产的资产总额约为

11.35

亿元。 随后，长

安汽车开始以增资扩股的形式引入战略

投资者。

近日， 长安汽车发布了最新的混改

方案。太平洋证券分析称，长安新能源混

改方案落地后， 长安汽车其他非核心资

产也有望陆续实现混改， 更加有利于长

安汽车聚焦主业， 提升上市公司的经营

效率和盈利能力。

显然，除了“抗寒”以外，国有车企加

速混改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加速在新

能源汽车领域的布局。

12

月

3

日，工业

和信息化部就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

划（

2021-2035

年）》（征求意见稿）公开

征求意见。 根据征求意见稿显示，到

2025

年，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比达到

25%

左右。这比今年

10

月份流出的规划

文件中所提及的

20%

的目标增长了

5

个百分点。

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

崔东树认为，销量目标的增长，更加强化

了新能源汽车在未来的主导发展力度，

而汽车“新四化”等新趋势的不断深化，

也在倒逼着企业进行变革。

此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

任、 研究员侯云春也曾在一次论坛中指

出， 新一轮技术革命为国有车企的变革

提供了新的活力，目前，国有车企改革比

过往任何时候形势都更加严峻， 比任何

其他行业都更加紧迫。

混改之后的道路如何走？

所谓混改， 目的是要引导国企和民

企实现“资本”和“经营”的强强联合，激

发国企的规模性、灵活性和积极性。 而这

个大前提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混改的

难度。 此前，奇瑞的增资扩股项目历经了

4

次流拍，过程可谓一波三折。如今，奇瑞

的混改终于尘埃落定， 更加引发行业的

高度关注：混改之后的路该如何走？

侯云春认为，混改只是一个路径，一

个方向， 并非是车企进行改革的唯一形

式，也不应该是最终目的。 这意味着，对

于国有车企而言， 混改方案的落地仅仅

是改革的第一步， 如何让混改充分发挥

作用才是最为关键的。

王晓明认为，混改必须解决体制机制

问题，引入新的公司治理结构，改变原有

的决策迟缓现象，还要与创新能力挂钩。

不过， 也有业内人士提出了另外一

种质疑， 认为多数参与混改的资本大多

数为产业资本，对汽车行业缺乏理解，能

为企业提供的也只有资金而已， 通常扮

演的仅仅是财务投资者的角色， 而这对

于企业而言仅仅是“杯水车薪”，甚至会

导致“混而不改”。

对此，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

究所研究员赵英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判

断。 在他看来，外部资本应该减少参与具

体的经营层面事务， 切忌在不了解产业

的情况下亲自下场“打球”，而对于企业

而言， 也要充分利用好外部资本， 不做

“散财童子”。

总的来讲，真正有效的混改，应该是

在引入资本后联合做强， 一部分负责监

管、一部分负责运营，共同进行资本运作，

实施员工激励，最终实现“乘法效应”。

产能突破百万台

小牛电动拟加码海外市场

证券时报记者 刘宝兴

“我们对明年充满期待，（新国标）

政策红利预计会在未来两到三年内持

续释放，行业竞争会更有序。”

12

月

10

日，小牛电动（

NIU

）

CFO

张鹏对证券

时报记者表示。

10

日当天，小牛电动宣布，智慧

出行全球研发与制造基地投产运营，

该基地一期项目设计产能为每年

70

万台两轮电动车，若加上老工厂

38

万

台的产能， 小牛电动年产能就此超过

百万台。

产能突破百万台

资料显示，小牛电动成立于

2014

年， 是国内最大的锂电两轮电动车企

业，该公司于

2018

年在美国纳斯达克

上市。 今年前三季度，小牛电动实现营

业收入

15.4

亿元， 同比增长

58.99%

；

实现净利润

1.29

亿元，实现扭亏为盈。

为何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扩张产

能？张鹏表示，得益于公司海外收入的

提升，周边文化产品、配件等获得市场

认可，规模效应显现，公司已经实现扭

亏为盈， 利润、 毛利率等指标逐步上

升，新工厂得到了利润的支持。

据悉，小牛电动曾于

2018

年

9

月

在常州举行智慧出行全球研发与制造

基地的奠基仪式，这意味着，小牛电动

这一基地从奠基仪式至近期投产，中

间耗时仅一年余。

张鹏指出， 小牛电动老工厂产能

为

38

万台， 加上此次投产的

70

万台

新产能， 公司产能就此扩张至

108

万

台。随着公司产能规模的扩大，规模效

应提升， 采购成本将进一步下降；另

外， 随着两轮电动车新国标政策的实

施， 政策红利预计会在未来两到三年

内持续释放， 再加上公司海外业务的

扩张以及海外收入占比的提升， 公司

有扩张及储备产能的需要。

资料显示，电动自行车新国标于今

年

4

月

15

日实施，新国标对车的重量、

体量、速度提出规范要求，对电动车企

业的设计能力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新国标出来之后，按照新国标的

标准，我们的市场份额在往上走。 ”小

牛电动

CEO

李彦预计，新国标的实施

力度将会加强， 小牛电动围绕新国标

推出的新产品，表现将越来越好。

小牛电动工作人员表示， 基地一

期用地

75

亩， 建成总建筑面积约

45000

平米钢结构厂房， 集研发、生

产、 仓储及物流于一体； 基地建有

BMS

智能电池管理系统、大数据分析

系统等自主可控的核心科技研发实验

室，以及对原材料和整车进行全面、标

准化检测的质量实验室； 基地新增电

动车全自动、半自动组装线总

4

条，全

自动测试组线

4

条， 设计产能达每年

70

万台。

加码海外业务

小牛电动扩张产能的原因之一在

于海外业务。在海外业务方面，据小牛

电动

CEO

李彦介绍，目前海外业务占

公司总收入的

17%

， 未来公司将继续

加码海外业务， 中短期内将海外业务

收入占比提升至

22%~25%

。

据悉， 小牛电动前述智慧出行全

球研发与制造基地投产后， 物流发货

效能将达到每天

5000

台以上，能够完

全满足目前小牛电动全球市场的供货

需求。 李彦透露，

2020

年

1

月，小牛电

动将赴美参加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

览会，届时将推出小牛电动全新品类。

资料显示，截至

2019

年第三季度，

小牛电动全球累计销售超过

96

万台智

能两轮电动车，其中，小牛电动在国内

有

1020

个品牌体验店及专卖店， 覆盖

182

个城市；在海外，小牛电动进入

35

个国家，并为全球

14

个国家、

16

个共享

电动车运营商， 提供基于

SaaS

的两轮

电动车智能共享业务解决方案。

李彦表示，在欧洲、美国，电动车共

享的商业模式已经存在， 且比较成熟，

公司主要是和共享电动车运营商合作，

提供产品和服务。 在东南亚地区，小牛

电动的业务以零售模式为主。 从共享和

零售模式给小牛电动海外业务带来的

贡献来看，目前共享模式下的电动车销

售台数占海外总销量的两成左右。

吴比较/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