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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以來，內地汽車產銷遭遇
28年來的首次負增長；今年，汽車
銷售仍陷困局。今年年初，中國汽
車工業協會預測2019年產銷量將與
去年持平，保持2,800萬輛的體量，
但目前仍未達預期。中汽協本月最
新發布的分析認為，中國汽車工業
在消費信心不足、部分地區提前切
換國六標準等不利因素影響下，總
體表現較弱，尤其是上半年更是出
現了10%以上的下降。中汽協副秘
書長師建華稱，樂觀預期全年下滑
幅度為5%，若後續沒有良好的改
善，負5%也難實現。

傳4企破產涉500億壞帳
香港汽車零部件工業協會永遠

榮譽副會長兼司庫梁嘉平指出，過
去粗獷發展的內地汽車行業進入淘
汰期是必然過程，汽車廠商整合未
必是壞事。整合可帶來新優勢，如
資源集中，品質提升，同時減少惡
性競爭。他坦言，目前內地汽車產
業經營壓力確實在增大。因為，內
地工資成本上漲，而且正實施更嚴
格的環保條例，生產成本也上漲，
同時內地目前消費乏力。

汽車行業下行的壓力，最先在
新能源汽車這一薄弱環節中暴露出
來。產銷低迷、補貼政策加速退出，
使新能源汽車產業面臨雙重壓力。網
上近日流傳的某股份銀行一則展開內
部風險排查的通知，要求對4家車企
上下游產業鏈情況進行風險排查，並
引用媒體公開報道消息，“獵豹汽
車、眾泰汽車、華泰汽車、力帆汽車
4家車企年底將進入破產程序，預計
涉及上下游汽配供應商產業鏈合計約
500億元（人民幣）壞帳。”

梁嘉平認為，過去內地出現少
數車企造假數據拿補貼，現在新能
源汽車進入“後補貼”時期，審核
標準將更規範嚴格。“補貼的逐步
退出將引導新能源汽車行業進入市
場化的有序競爭。”

汽車行業銷售緩慢，壓力
已傳遞到內地汽車零部件產業
鏈，中國汽車行業整體進入了
倒逼轉型的新階段。“目前，
中國汽車行業的利潤正逐步從
整車銷售的價值鏈前端向價值
鏈後端轉移。”中國機械國際
合作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趙立
志認為，這反而對汽車產業的
優化發展帶來機會，包括汽車
零配件、汽車金融和出行服務
在內的市場將持續旺盛增長。“在
中國由汽車製造大國邁向汽車強國
的過程中，對零部件企業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面對市場壓力，不少車企正通
過提高零部件技術含量和靈活的銷
售方式以圖生存。浙江德利眾機械
製造有限公司是一家生產汽車底盤
的大型企業，其銷售負責人劉正輝
告訴記者，公司研發如何在用料上
創新，開發性價比更高的新產品，
同時提升後勤服務的範圍，站在客
戶方思考問題。

降價散貨競爭更激烈
劉正輝解釋，不少車企資金鏈

緊張。“過去我們對訂單有硬性要
求，比如過往購買汽車底盤最低要
1,000件起，現在我們100個都可以
出貨。量小的訂單可以緩解客戶的
資金壓力。”

佛山市南海元祥汽車空調配件
有限公司負責人梁先生表示，公司
看準汽車前端市場優勝劣汰後會更
重視品質，目前加大投入研發“節
能”和“高效”的零配件。“內地
汽車市場現在從增量走入存量階
段，行內部分企業傾向降價散貨，
導致市場價格競爭更加激烈。”他
續稱，面對內地市場，公司依然採
用原廠磨具生產，並沒有採取標準
化的模具，儘管後者可減低20%到
30%的成本，但搞低技術的價格競
爭是走不遠的。

三地廠商加強合作 灣區有錢途
【大公報訊】記者盧靜怡廣州報道：

在大灣區發展契機下，隨着粵港澳三地的
合作不斷深化，汽車製造業領域取得的成
果也在不斷凸顯，三地汽車行業合作正在
加深。在粵港澳大灣區生產及銷售潤滑系
統活化清洗劑的港商黃顯揚告訴記者，內
地汽車產業和工藝技術發展一日千里，但
在環保和高效領域方面很有提升的空間。
“港商在這方面國際化程度較高，在技術
與市場上和大灣區有很大的合作空間。”

車輪轉動，機器轟鳴，在珠三角九市
各大汽車生產基地中，沖壓、焊裝、塗
裝、總裝等各生產線正持續運轉，不斷刷
新粵港澳大灣區內汽車製造的新高度。記
者了解到，作為廣東支柱性產業之一的汽
車製造業，在大灣區集聚效應加持下，呈
現着迅猛的激增態勢。目前，隨着廣東汽
車產銷量不斷增長，規模以上的汽車製造
業企業數量也在逐年提升。

中東非洲客戶增長迅速
據廣東省統計局數據顯示，2018年，

廣東共有規模以上汽車製造業企業833家，
同比增長7.4%；汽車生產超過300萬輛，
佔全國汽車產量的比重為11.5%。其中，
汽車零部件及配件製造完成產值932.90億
元，同比增長7.0%。加速實現產品轉型升
級，才能更好地適應市場的需求。

看中大灣區產業配套完善不僅有港商，
來自中東豪客、非洲客戶群體也增長迅速。
廣州市盛本汽車零部件有限公司外貿經理黃
麗明告訴記者，公司產品有80%出口。廣州
集中大量來自非洲的採購商，大批量集中採
購零配件。“只要價格合適，他們就願意下
單。非洲市場增長空間非常大。”而公司的
中東客戶主要來自跨境電商平台，產品信息
描述完整、銷售客戶對接及時就很容易拿下
中東訂單。至於如何開拓新興市場客戶，黃
麗明表示，只要就新市場的新車型號、在境
外平台查數據、與客戶保持溝通等，可及時
了解客戶所需。

此外，中美貿易戰持續超過一年，中
國汽車零部件廠商已經適應加稅後的美國
市場環境，銷量逐步回穩。部分中國零部
件廠商已經將產品銷售渠道拓展下沉到客
戶端，其終端銷售利潤更高，可承擔關稅
壓力。另外，內地零配件生產技術不斷提
升，產品品質和性價比高，不少美國客戶
都願意承擔關稅繼續合作。

浙江可得電子科技有限公司成功靠產
品質量和售後服務穩住了美國市場，公司
負責人沈智慧表示，公司專門生產高端汽
車開關零配件，有超過50%出口訂單來自
美國市場，為此不少零部件是專為美系車
設計的。而被加徵25%的關稅，全部由美
方客戶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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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評論內地汽車業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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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就迎來大批客戶排隊

保養，月尾生意最火熱

車企練“內功”大浪淘沙見真金
提高零部件技術含量 銷售方式更靈活

多家車企近期陸續傳來倒閉消息，令內地汽車行業風
聲鶴唳。最新公布的9月內地汽車產銷已連續15個月同比
下降，不少聲音認為，內地汽車行業正迎來淘汰期。有業
內人士認為，汽車產業進入“洗牌期”反映了市場趨向成
熟理性。在大浪淘沙的過程中，越來越多車企透過增強自
身實力、靈活調整市場策略，在越來越殘酷的市場競爭中
謀求生存。

暴亂害苦 港客運量跌穿500萬 五年最差
【大公報訊】記者林靜文報道：香

港暴力衝突持續影響赴港旅客意欲，繼
8月港機場客運量按年大跌85萬人次
後，9月客運量再跌71萬人次，同比跌
12.8%至485.6萬人次，為連續兩個月錄
得雙位數跌幅。上月香港客運量跌穿
500萬人次大關，是2014年3月以來表現
最差的月份。貨運方面，港機場貨運量
亦連跌6個月，上月跌5.9%至40.6萬
噸。

機管局公布上月香港航空交通量數
據，三項交通數據紛紛錄得下跌，除了
客、貨運量，飛機起降量亦跌1%至
33,390架次。機管局指出，9月份整體客

運量減少主要受訪港旅客量減少影響。
然而，與去年同期比較，轉機／過境旅
客量則錄得5%增長，往來香港及日本的
客運量亦上升4%。

航空發展與機場三跑道系統咨詢委
員會委員劉洋回應《大公報》查詢時表
示，近期機場客運量下跌主要與大環境
有關，“這幾個月訪港旅客數下跌，那
機場旅客量下跌就不足為奇了。”他直
接，“旅客量想上去，‘止暴制亂’非
常重要。”

與陷入內外交困的香港不同，隨着
人民生活質量提升，外遊增加，同在粵
港澳大灣區內的廣州和深圳機場客運量

持續增長。根據廣州白雲國際機場與深
圳機場公布的數據，上月廣州白雲機場
客運量同比增長8.49%至601.73萬人次；
深圳機場客運量同比升13.4%至433.85萬
人次。

劉洋：開源節流重中之重
至於貨運方面則主要受外部貿易因

素影響較大，劉洋認為，“開源節流”
是重中之重。“開源”即尋找新貨源，
包括大灣區、整個廣東、廣西、乃至西
南和中部省份，都是香港要再開發的貨
源。“節流”即如何能加強自身服務，
降低費率。機管局提及，由於全球貿易

環境持續不明朗，9月份貨運量持續收
縮，但轉口貨運量跌幅則從8月份雙位數
字收窄至9月份的單位數字5%，情況明
顯改善。在主要貿易地區中，來往日本
及印度的貨運量更錄得升幅。

機管局還預告了國慶黃金周的情
況，轉機旅客量於10月1日至7日國慶黃
金周假期期間繼續上升，機場海天客運
碼頭的跨境快船旅客量於10月1日達破紀
錄的15,455人次，超越2015年創下12,922
人次的單日客運量紀錄。海空及空海聯
運的單日客運量亦創新紀錄，分別於10
月1日及7日錄得14,347人次及8,854人
次。

大公報記者盧靜怡（文／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