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车是否还能迎来新生？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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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定义一下本文以下所论述的“微车”，特指

超出了目前存量停车位的建筑面积。我不知道别的

金永生，特恩斯新华 信 市场咨询

双门单排的微型乘用车，即微车中的“微车”，比如

城市的情况，至少在寸土寸金的上海，应该是没有

（北京）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Smar t For two、奇瑞小蚂蚁等。有人会问，奇瑞QQ

一任市长所能具备的本事。所以道路面积之拥挤，

呢，长城欧拉R1呢，Smart Forfour呢，宝马Mini呢，菲

停车位之紧张的现状可窥一斑，未来也不会好到哪

亚特500e呢，大众甲壳虫呢，这些不都是微车吗？不

里去。

好意思，都太大了，只要超出双门，抑或者超出单排座
位，即便属于A0甚至A00级，都还不够“微”！
这次为什么要谈及这个话题？一则是1月份吉

部交通管理局提取的车检数据，从2015年开始个人

利Smar t项目正式在宁波启动，自Smar t即行项目黯

车辆平均年度行驶里程数已经四连滑，几乎掉去一

然退出中国之后，似乎奔驰和吉利打算在外界普遍

半；同时，14个抽样城市工作日高峰期通行车辆中

不看好的微型车领域再次甩开膀子大干一番。另一

单车单人乘坐率以及单车双人乘坐率高达84.6%，

个是上个月比亚迪在深圳发布了刀片电池，王传福

其中中大型多功能车（7座SUV或MPV）的单车单人

发出要对新能源动力电池的发展路线予以“纠偏”

乘坐率以及单车双人乘坐率竟然也高达39.1%。

的口号，驳斥当前一味追求能量密度，而始终不把
安全性列在首位的乱象。
其实，若要对中国汽车市场进行纠偏，不止需
要刀片电池，还需要双门单排。为什么这么说呢？

观。来自交通运输部研究院的信息，5座乘用车的
满座率仅为13.5%，7座乘用车的满座率仅为21.6%。
而来自我们的车主访问数据也印证了上述几点，因
为停车位难找、停车费用高以及网约车行业的发

是总量多、人均少，具体到汽车行业，无论是通车

展，驾车意愿正在跌入低谷，甚至有13%以上的车

里程数，还是停车位数一直处于紧缺状态。

主年驾车次数不足8次，车辆绝大部分时候处于停

海、广州、深圳的汽车保有量分别为608.4、511、

驶状态，
“愿意买车，不愿意开车”这种看起来不可
思议的悖论却成为了不少人的现实写照。

280.3、337万辆，备案停车位总数分别为189.05、

配套环境上的路场资源如此紧张，而消费者内

118.1、73.5、145万个，四大中心城市基本上都是

心买的时候希望越大越好，这种脱节甚至冲突说明

四比一到三比一的配备，其他大型城市最好的状况

国家不能放任国人追求大车的消费风气自由发展。

也仅到二比一。

而空座率如此之高，一方面反映出我们汽车市场发

再看全国，截至2018年底，全国公路总里程

展过程中疑似泡沫经济的高风险，另一方面也证明

484.65万公里，其中城市道路80.68万公里，同期汽

了市场手段对私家车资源利用率调节的失灵。这个

车保有量达2.4亿辆，城区车均道路里程3.36米，看

时候，从国家层面推行小型车甚至微型车战略，就

到没有？车均才三米四不到！按照20个一二线和新

显得十分之必要。

一二线城市的十三五发展规划，不为治本，仅为治

但微车在中国能否迎来新生，或者说吉利

标，将合计新增约1,470万个停车位，相比已有的庞

Samr t项目能否如愿成功，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

大保有量，这个规划目标确实只算得上杯水车薪。

是国家能否对现行GB/T51149-2016的停车位分割标

然而，对应GB/ T51149-2016《城市停车规划规

准和车牌对应进行改革，比如一个标准车位可以分

范》最小停车位尺寸为5.3米（长）*2.4米（宽）即12.72

割为两个微车车位，再比如一个车位只能对应一辆

平方米，实现上述目标需要投入建筑面积18,698.3

雅阁但可以关联两辆Smart Fortwo的车牌等。

万平米，即使全部采用双层机械车位，也需要
9,349.15万平方米的投影面积，这个数值已经远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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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城区用车，城际用车的数据也不容乐

首先，我们的国情没有一刻发生过改变，那就

先看重点城市，截至2018年底，北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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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配套资源的缺口未见缓解的同时，
现有车辆的使用效率反而一年不如一年。根据公安

此外，微车能否风行，不应只是风尚，还应该
有类似于日本K-Car那样的国策。

我们需要一颗“走出去”的心

杨鹏，生于70年代的陕西人，传
播学博士，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
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传播学、
新媒体、青年文化等。

过去的两个多月里，全国上下齐心协力抗击

问题。像这些情况都属于近忧。稍远一些的顾虑也

新冠肺炎疫情，汽车企业的积极参与并不意外。意

不少——下半年国际学生还能不能入学？本土学生

外的是，众多车企竞相生产口罩、生产口罩机。按

出国交流项目都要取消吗？再想得长远一些，就是

照我这个普通人的常规思路，车企战“疫”，要么

教育教学领域的重大变革。2020年，我们必须就此

同其他行业一起，出钱；要么像社区志愿者那样，

展开一系列研讨，找准新的发展方向。

出力；如果提供物资，应该就是捐助汽车相关物资

教育行业尚且如此，此次受疫情冲击更大的

设备。出口罩，而且生产规模相当大，品质合乎标

旅游、航空、会展、线下零售等行业，更需要在经

准，这个跨界路子有点儿野。

历一番生死劫难之后及时转型。汽车行业当然不可

了解到更多情况之后，又觉得这样的跨界理

能置身事外，必须主动求变。未来三五年、一二十

所当然，毕竟是特殊时期，太多的事情都不符合常

年，人们的工作方式、社会交往方式、出行方式会

规路数。也许服装厂转产口罩更加顺理成章，但是

有哪些变化？人们对汽车功能的要求会有什么不

口罩生产的自动化、高效率需要先进机械制造，需

同？人们需要更多车辆，还是降低汽车消费？关切

要高级自动控制；防护口罩的特殊标准规格，需要

健康，汽车配置会不会多一些卫生医疗设备的选

严密的生产管理和高素质的产业工人；准备相关物

项？除了这些直接关联汽车消费的议题，汽车企业

资，安排人员上岗，快速投入生产，更需要高效的

还不得不思考“未来企业”应该具备的特质。

统筹协调——而这些，难道不是现代化车企的专长
优势吗？

这一次被逼出来的跨界，也许以后会成为某种
常态。特殊时期生产口罩，是责任担当；在今后疫

从现代化生产体系来说，汽车企业应该比服装

情防控成为一种常态运行方式的话，生产口罩还能

企业更有资格代表当今制造业发展水平。当然了，

为车企带来经济效益。但疫情结束之后仍需要主动

这个“跨界”毫无疑问是被逼出来的，被突如其

跨界，甚至实现自我革命，以更多的弹性、韧性应

来、异常凶猛的疫情逼出来的，是中国车企为全国

对不可预计的未来。

抗“疫”解燃眉之急的义举。

如今，车企生产口罩，福特生产呼吸机，兰

疫情终究会结束的，只不过到了那个时候，

博基尼员工缝制口罩的照片也上热搜榜了。这是不

世界将是另外一副模样。此次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

是一种产业融合？也许在这个层面还不能说“先

击之剧烈超乎意料，它正在对国际政治和各国各民

进”，但是正在起步的工业4.0，应该具备弹性十

族的社会生活产生深远影响。由此看来，我们的车

足、交叉跨越的特点，应该为打破专业行业壁垒提

企更应该多一些“远虑”，而不能仅仅停留在化解

供支撑。

“近忧”。有了远虑，我们就能够更好应对仍在突
变、尚不可知的未来状况。

远虑之时，我甚至想象着，奇瑞的咖啡连锁店
遍布欧洲，东风影业在新三板上市，吉利打造了新

这是各行各业都要认真对待的一个议题。就

的全球赛事品牌，广汽时尚品牌风靡南美，比亚迪

拿我们高校教师来说，寒假前准备好的课程，突然

现代养老服务体系在日本落地，长城智慧农业在非

要转换为在线授课。学生怎么教？毕业论文怎么指

洲得到推广……未来的企业，也许没有什么固定不

导？原来的“面授机宜”“言传身教”都无法执

变的行业身份。它只是一个组织机构，社会需要什

行。我的一门课程采用在线交流方式。有一次，我

么，它就生产什么、供应什么。3D打印、柔性生产

点名一位同学回答问题，她微信回复说正在台北一

线、智能机床、高等级机器人……都为行业转换提

家医院排队等候体检，不方便发出声音……幸亏选

供了技术基础。我们需要的，是一颗“走出去”的

课同学都在亚洲，如果有欧美学生，还要考虑时差

心。
iAU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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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业的“马尔萨斯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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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安，水滴真香事务局首席研
究员。

虽然时间已经来到21世纪20年代，但一场肆虐

“新四化”的滚滚潮流下，车企的选择不能说

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们再次意识到，英国经

错，但问题是，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和共享化

济学家马尔萨斯在两百多年前提出的“马尔萨斯陷

的发展进程没有预期的快，甚至出现了资本退潮，

阱”，其实一直都存在。

技术革新缓慢，消费者不买账的困局。新四化最难

所谓“马尔萨斯陷阱”，大意为：人口是按

突破的智能化领域，实现真正的自动驾驶不仅仅是

照几何级数增长的，生存资源却是按照算术级数增

车企的事，也需要城市和道路做革命性的改造，但

长，多增加的人口总要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人口

这么一个巨大的工程，公共部门和企业喊喊口号可

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

以，真干的话只会大眼瞪小眼，消费者终究还是技

随着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土地、粮食，
以及其他自然资源的战略意义迅速下降。第三次工

再来看看那些所谓的真正变革者们，雷声很

业革命后，很少有国家还会为扩张领土大动干戈

大雨点都很小。丰田大幅提前了电气化战略的时间

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桎梏人类的樊篱已经消失，它

表，看似激进，实则小心翼翼地玩着平衡术，为自

们从实实在在的粮食，变为看得见摸不着的信息与

己留好了多条退路；大众被“排放门”揭了老底，

科技……虽然形式发生了变化，本质却仍是零和博

被逼无奈孤注一掷，却收获平平，像是在用大把金

弈，存量厮杀。

钱填一个无底洞；通用、福特在美国政府政策“倒

通常，底层技术革命的周期为100年左右，技

车”的情况下，纷纷龟缩起来，紧盯眼前利益；中

术红利期为50年左右。每当科技革命步入尾声，技

国车企干劲十足，呈引领之势，背后却仍离不开政

术扩散红利衰退，世界陷入低增长，人类便会滑入

府送出的拐杖……

“马尔萨斯陷阱”。

如果传统主机厂无所作为，造车新势力能否改

进入90年代，技术红利随着技术扩散路径逐渐

天换地呢？听听那些创始人当年的豪言壮语，要是

递减、消失，世界经济缺少实质驱动力，越来越多

真如他们所愿，2020年应该是“新四化”的全新世

资本进入金融市场空转，推高了资产泡沫和经济杠

界。可现在，超过半数的新势力将在PPT中死去，

杆。与此同时，制度建设也在倒退。与1930年代不

已有量产车的企业也未能实现“颠覆”，靠供应商实

同，当今世界的全球化程度高很多，国家权力受到

现的“黑科技”，很容易被传统车企复制，最后陷

全球化的削弱，经济主权更弱，执行效率更低。

入同质化竞争的恶战。

回归汽车产业，虽然每一家车企都在强调，疫

特斯拉看似创造了奇迹，但与其说它是汽车产

情重创市场，让行业发展陷入停滞，但汽车作为现

业的奇迹，不如说是全球资本堆出的特例。特斯拉

代工业王冠上的明珠，前沿科技的集大成者，以及

“得天独厚”的创业机会不可能被复制，近一段时间

全球化制造的产物，其今日危机并不能全怪“天灾人

的造假事件证明，其光鲜外表之下依然是驴粪蛋。

祸”。实际上，汽车产业也已陷入“马尔萨斯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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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革命的小白鼠。

传统车企不行，造车新势力不行，该指望谁

首先，传统汽车技术停滞不前。基于对未来

呢？去年5月，号称要帮车企“造好”车和造“好

电气化方向的共同选择，多数车企选择在传统动力

车”的华为，正式成立了智能汽车解决方案BU。在

系统的研发上减少投入，而把更多的资金用于“三

日前华为发布的2019年财报中，这部分业务虽然首

电”和软件开发。同济大学教授李理光曾表示，

次出现，但象征意义大于实际价值。

要警惕内燃机人才断层。他提出，如果我国内燃机

财报显示，华为去年的核心业务为消费者业

人才出现10年断层，那么我国工业将面临垮掉的风

务，其销售收入远超运营商业务和企业业务，在总

险，这将给汽车产业造成致命打击。

销售收入中的占比首次超过50%，不过主要集中在

智能手机领域。

角色是重要的一环。一场高层采访，传播策略和选

根据此前的报道，华为已与广汽、上汽、一

择媒体是公关的责任，至于媒体报道的是正面还是

汽、长城、东风、威马等多家头部主机厂和造车新

负面不是公关的责任，因为如果出现负面说明公司

势力建立合作，很多新车也以华为打造的智能座舱

的业务有问题，那就倒推公司革新。但是公关从落

为卖点，但实际看来，其引领新四化突围的能力同

地中国第一天起就无限变形，从绝不能出现负面到

样捉襟见肘，所谓智能座舱只是锦上添花。

公关不能带来销量无限弱化，车企的现代企业管理

技术停滞之外，制度化退缩也是眼下汽车业的

模式早已经和中国的乡镇企业没有高下之分。

命门。20年前，当汽车合资大潮风起云涌之时，我

伴随市场竞争的白热化，习惯打价格战的汽

们眼里的合资公司是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窗口，从

车品牌，已丧失了和用户沟通的能力。疫情期间，

中我们接触到了现代企业管理制度，领略了打着领

“老乡鸡”发布会被热捧，车企高大上的云端发布

带端着咖啡的白领风采，惊叹于体系能力之强悍、

会却被鄙视。花费巨额流量费用，依然是照本宣科

利润之丰厚，学会了人本精神至上和效率优先。

的严肃说教。在2B到2C的切换中，车企的制度化退

然而，运行20年，传统车企的架构体系已经积重

缩才是病根。

难返，那些自我纠错，自我成长的现代管理体系，被

弄清疫情遮羞布之下，汽车业真正的病根在哪

一味追求销量的重锤彻底打死。人财物分割在各自的

儿，就会明白，技术创新和制度革新，才是企业自

板块中，鸡说鸡语，鸭说鸭话，铁路警察各管一段。

我救赎的关键。

无论是合资还是自主，都已形成了根深蒂固的

当电池不再局限于物理层面的叠加，5G不只是

“销量至上，一切为销量服务”的思维方式。企业

看视频不用缓冲的体验，自动驾驶的Buff能够突破

没有远大目标，用户至上成了口号，大数据只是遮

L2.9的天花板时，汽车才能真正从“四个轮子加几

羞布，推诿扯皮是常态。最经典的营销语录依然是

个沙发”，升级为“未来出行生态”。

“碰到好年景狗屁都是经验，碰到差年景经验也是

同样，现阶段车企必须认清自己的实业属性，

狗屁”。在中国车市连续30个月销量下行后，看不

脚踏实地回归本源。依靠天花乱坠的噱头概念忽悠

到尽头的差年景中，只有“狗屁”轰隆作响。

用户，或是以资本运作和财务手段做出漂亮的报

举一个例子，在现代企业管理体系中，公关的

表，是无法跳出“马尔萨斯陷阱”的。
iAU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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