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口量下降5.2%

12月2日，国机汽车发布《10月中国进口

汽车市场发展情况》报告显示，今年前10个

月海关汽车进口量为87.9万辆，同比下降

5.2%；经销商交付客户进口车销量为67.9万

辆，同比下降2%。

分车型看，2019年三大进口车车型均出

现下滑，SUV、轿车和MPV进口量同比分别

下降3.9%、7.3%和8.8%。

排量结构方面，3.0升以下排量进口

车占比下降2.3%，1.5-2.0升排量进口车

市场份额下降至43.3%，但仍为最大排量

区间。

分品牌看，进口车市场品牌集中度提

高。前10个月，前十大进口车品牌市场占比

达84.9%。欧系品牌仍然保持主力地位，其中

德系品牌占比45.2%位居第一，但份额明显

下滑。

在丰田品牌、雷克萨斯品牌拉动下，作

为第二大系别的日系品牌份额大幅提升至

34.5%，较2018年提高6.8%；美系品牌市场

份额回升至10.4%；韩系品牌彻底退出进口

车行列。

新能源汽车方面，前10个月新能源汽车

进口量为4.9万辆，同比增长191.7%，占进口

汽车总量的5.5%，纯电动汽车进口量占新能

源汽车进口量的76.4%。其中，受导入新产品

拉动，特斯拉汽车进口量为3.33万辆，同比

增长184.1%。

针对进口车市场销量持续下滑，中国汽

车流通协会进口车专委会主任王存认为，一

是由于进口车产品供给减少，特别是新产品

引入数量减少；二是国六排放政策导致部分

车型引入速度有所放缓；三是部分进口车型

受到国产化影响。

平行进口车增长11%

进口车市场整体的遇冷并未影响平行

进口汽车逆势增长。今年前10个月，平行进

口汽车累计进口14万辆，同比逆势增长

11%，占进口汽车总量的16%，创历史新高。

来源地方面，前五大来源地（中东、加拿

大、美国、墨西哥和欧洲）平行进口车占比高

达97.2%，来源地集中度进一步提高。其中，

进口量排名第一的中东版平行进口车份额

占比67.5%，较去年全年提升0.2%；排名第二

的北美版平行进口车份额占比19.9%，较去

年全年提升2%；排名第三的欧版平行进口

车份额占比4.1%，较去年全年下降3.3%。

尽管进口量有明显增长，但王存并不看

好平行进口车的前景。他表示，受环保政策

及去年基数影响，平行进口量季度波动较

大，二季度同比增长两倍以上，三季度下滑

36.2%，形成大起大落的态势。受海关总署11

月新政影响，未来几个月平行进口车市场将

较为艰难。

11月1日，海关总署正式实施2019年第

168号公告，公告要求各地海关根据最新国

家标准对进口车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更为

严格的检测，这将直接影响某些环保项目不

达标的平行进口车能否顺利报关。

据了解，平行进口车市场占比最大的中

东版车型由于售价更为实惠，且外观和国内

版本没有太大区别，最受消费者欢迎。不过，

为迎合当地市场需求，很多中东版车型排量

往往较大，污染物排放控制水平也较低，因

此难以符合我国最新的国家标准。

四大因素影响走势

针对进口车市场未来走势，国机汽车还

发布《中国进口汽车市场发展研究报告

（2019-2020）》（以下简称《报告》）。《报告》

显示，2020年进口汽车市场存在较大的不确

定性，产品供给、宏观环境、行业政策、国内

需求等方面的因素将影响2020年进口车市

场的冷暖。

行业政策方面，根据我国发布的《轻型

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六

阶段）》，全国统一最晚实施国六a的时间为

明年7月1日，统一最晚实施国六b的时间为

2023年7月1日。也就是说，最迟明年7月，无

法满足国六排放标准的平行进口车将无法

上牌。

对此，《报告》认为，随着检测标准升级

和国六排放标准在全国范围内执行，如果没

有利好平行进口汽车的细则出台，预计平行

进口车进口量将在2020年出现大幅下滑。

产品供给方面，“优秀的产品是市场增长

的重要因素。”汽车行业专家颜景辉表示，如

果想拉动市场增长，进口车企业可以引入更

多性价比高、满足消费者个性需求的新车型。

不过，据统计，2019年四季度至2020年

全年将有27款进口新车投放中国市场，是近

七年来最少的一年，新产品以超豪华、高端

豪华车型为主，高性价比车型不多。

国内需求方面，外界普遍认为2020年整

体汽车市场并不会反弹。中国汽车流通协会

副秘书长郎学红预测，2020年汽车市场将继

续下行探底，年底有望回暖，预计2019年内

汽车销量2500万辆左右，2020年销量2250

万辆左右，同比下滑10%。

宏观环境方面，《报告》提出，我国已明

确表态，将更加重视进口的作用，进一步降

低关税和制度性成本，培育一批进口贸易促

进创新示范区，扩大对各国高质量产品和服

务的进口，而这将给进口车市场的回暖带来

利好。 北京商报记者 钱瑜 濮振宇

Esprit“易主”又一快时尚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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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市寒冬平行进口车逆袭
12月2日，国机汽车发布的

最新数据显示， 前10个月海关

汽车进口量为87.9万辆，同比下

降5.2%。由此，进口车市场延续

了今年3月以来的下滑走势。不

过，平行进口车表现亮眼，同比

逆势增长11%， 占进口汽车总

量的16%，创历史新高。不过，

总体来看，今年进口车市场仍面

临较大负增长压力，要想在明年

迎来回暖，既需要进口车企业积

极自救，也需要抓住各类潜在的

政策机遇。

尘埃落定 珠海明骏正式成格力第一大股东

■合资公司接手

12月1日晚，思捷环球发布公告称，间接

全资拥有的附属公司万成资源有限公司与慕

尚集团订立一项合资协议，于2019年12月2日

起生效。

思捷环球在公告中表示，中国业务过渡到

合资经营模式预期于2020年6月30日完成，作

为过渡的一部分，思捷环球将关闭若干店铺或

者将余下中国店铺的资产转让予合资公司。

对此，思捷环球董事会表示，此交易为

Esprit创造稳健的基础以改善品牌相关性及

加快增长。

“思捷环球与慕尚集团成立合资公司，是

看中了慕尚集团自有的新零售平台和有大数

据支持的线上、线下渠道，这将成为思捷环球

重塑品牌的重要一步。”业内人士称。

事实上，思捷环球在此之前曾提出关于

重塑品牌的相关策略。2018年11月，思捷环球

公布了未来五年战略计划。按照计划，思捷环

球将重塑品牌形象，推出更迎合顾客喜好及

符合品牌定位的产品，逐步淘汰亏损业务等

战略措施。

在2019财年报告中，思捷环球表示将继

续巩固Esprit品牌定位，建立多元化销售渠

道，建立新的业务模式强化品牌，改善产品及

品牌体验。

慕尚集团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表示，合资公司成立后，Esprit现有的品牌定

位、渠道和货品都将由其负责重塑。

时尚产业投资人、优意国际CEO杨大筠

认为，其实思捷环球在发布五年规划之前就

一直在这样做，但是由于市场变化迅速以及

品牌老化严重，始终没有达到实现盈亏平衡

的战略目的。“所以这次成立合资公司，思捷

环球选择一个有新零售渠道的年轻品牌来作

为合作伙伴，可以在产品设计、线上推广方面

采取年轻化的策略，这样比自己盲目地发展

中国市场更容易一些。”杨大筠说。

对于选择慕尚集团成立合资公司的原因

等问题，北京商报记者以邮件形式对思捷环球

进行采访，但截至记者发稿，并未得到回复。

■市场堪忧

“中国一直是思捷环球的策略计划的重

要支柱，合资方已签署合资协议以协力管理

集团在中国的业务。”思捷环球在公告中称。

虽然思捷环球十分看重包括中国在内的

亚太市场，但是，长久以来，Esprit在亚太市场

的表现却并不理想。不过，思捷环球相关负责

人曾公开表示，不可能放弃中国市场。

在截至今年6月底的2019财年中，亚太市

场只占思捷环球集团收入的9.5%。其中，中国

市场2019财年的批发收入同比下滑55.7%，分

销渠道净关闭16家店铺，净销售面积同比减

少49.6%。2020财年一季度，亚洲市场收入进

一步腰斩，暴跌44.4%，固定汇率计算跌幅

43.4%，差于销售面积26.7%的减少，较上年

33.2%的跌幅多1/4，单季亚洲收入仅剩1.75

亿港元。

公开资料显示，思捷环球于1993年在中

国香港上市，以品牌Esprit打响知名度，是一

家生产男女时装、鞋、饰物、首饰、家居用品的

股份制公司。1992年，Esprit便已进入内地市

场，成为中国中产阶层西式审美品位的最初

启蒙品牌。

2007年，思捷环球股价达到顶峰133港元

后，开始掉头向下。2009年，思捷环球结束连续

15年的双位数增幅，进入衰退周期，当年集团

净利润下跌27.4%。2018年净利润亏损25.54亿

港元，同比下滑3911.94%。2019年净利润同比

增长16.05%，却依然亏损21.44亿港元。

经济学家宋清辉称，中国中产阶级数量

庞大，消费能力较高，这是思捷环球一直重视

中国市场的原因，短期来看，合资公司对

Esprit在中国市场有良性影响，长远来看，思

捷环球能否朝着既定的目标发展，尚待进一

步观察。

■前景难料

除了思捷环球发展低迷，慕尚集团在服

装行业内也并不突出，让很多业内人士也不

看好合资公司的发展前景。

在纺织服装管理专家、上海良栖品牌管

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程伟雄看来，慕尚集团相

比市场上的其他男装品牌来说定位小众，而

且业绩也不甚理想。

财报数据显示，慕尚集团2018年的净利

润实现3.8亿元，同比下滑0.34%。截至2019年

6月30日的今年前6个月内，慕尚集团总收入

同比上涨10.63%至16.86亿元，净利润同比下

跌18.84%至8967万元。2019年上半年，慕尚

集团采取措施调整店铺网络以应对商圈转移

造成的租金、人力成本上升，并升级渠道布

局，总店铺数量已从2018年底的2250家减少

至2019年6月30日的2139家。

“二者成立合资公司更像是两家走下坡路

的公司抱团取暖，在服装行业不景气的大背景

下来看也可以理解。”程伟雄表示，思捷环球和

慕尚集团看起来互补，但实际上品牌定位依然

有差异。“慕尚集团旗下男装以运动和时尚、日

韩风为主，而Esprit定位为美式休闲风，短期

来看，慕尚集团可以利用运动品牌增长较快的

优势和经验为Esprit铺路，但是长期来看，两

种完全不同的定位还是难以兼容。”

杨大筠称，思捷环球与慕尚集团成立的

合资公司最大的困境在于如何通过产品和渠

道的改造，使Esprit年轻化。对于Esprit和思

捷环球来说，服装市场已经趋于饱和，与一个

新品牌合资并购，突出重围的可能性大一些。

“但是如何将慕尚集团运作年轻品牌的

经验应用在老品牌上，将成为合资公司发展

的难点，如果这一次与慕尚集团的合作失败，

思捷环球可能需要退出中国市场才能扭转现

状。”杨大筠进一步表示。

北京商报记者 钱瑜 李濛

北京商报讯（记者 石飞月）12月2日晚，
格力电器发布公告显示，控股股东格力集团

与最终受让方珠海明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珠海明骏”）已签署股份转

让协议。珠海高瓴、HHMansion、Pearl

Brilliance和格臻投资一致同意，应在本次

交易完成交割后，推进上市公司层面给予管

理层实体认可的管理层和骨干员工总额不

超过4%上市公司股份的股权激励计划。

而就在当日中午，格力电器发布了临时

停牌公告，称控股股东格力集团通过公开

征集受让方协议转让其所持有的格力电器

部分股权，可能涉及公司控制权变更，目前

该事项取得重大进展，格力集团与最终受

让方珠海明骏拟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为避

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股票于12月2日

开市起临时停牌，停牌时间预计不超过一

个交易日。

10月28日晚间，格力电器发布公告称，

珠海明骏作为格力集团所持格力电器15%

股权转让的受让方。当时格力集团函告格力

电器，这是经评审委员会对参与本次公开征

集的两家意向受让方进行综合评审的结果。

《公开征集受让方公告》披露的公开征集方

案显示，意向受让方应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

质量，维护公司持续健康发展，且本次受让

申请材料中的受让意向书要求意向受让方

提出维护管理层稳定的具体措施及未来与

管理层合作的具体方案。

天眼查资料显示，珠海明骏成立于2017

年5月，执行事务合伙人为珠海贤盈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其基金管理人为珠

海高瓴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从今年4月公布股权转让消息开始，格

力电器混改一事就备受关注。根据公告，格

力集团拟通过公开征集受让方的方式协议

转让其所持有的格力电器总股本15%的股

票。按格力电器当时2840亿元市值计算，该

部分股权价值426亿元。转让完成后，格力电

器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可能将发生变更。

格力集团持有格力电器约10.96亿股股份，

以18.22%的持股比例位居格力电器第一大

股东之列，格力集团注册地为珠海，业务性

质为投资与管理，注册资本8亿元，由珠海市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股100%。

之后，百度、淡马锡、高瓴资本、厚朴投

资在内的25家机构都积极参与。在5月22日

的意向投资者见面会上，格力电器董事长董

明珠曾明确表示，“格力需要的是真心诚意

愿意帮助格力电器发展的企业”，“此次交易

绝不接受野蛮人参与”。

9月2日，格力电器股权转让进入“二选

一”阶段，珠海明骏以及格物厚德股权投资

（珠海）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GEN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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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ITED组成的联合体，向格力集团提交

了受让申请材料，并足额缴纳相应的缔约保

证金。

这笔交易完成后，出让15%股权的格力集

团将丧失格力电器控制权，格力电器也不再由

珠海国资委控股，高瓴资本将成为格力电器的

大股东，企业性质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高瓴资本此前长期持有格力电器股

份，天眼查资料显示，高瓴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HCM中国基金以0.72%的持股比例位

列格力电器第八大股东。格力电器二股东为

持股10.47%的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第

三大股东为持股8.91%的河北京海担保投资

有限公司。

产经观察家丁少将指出，如此一来，格

力电器的公司结构将更加市场化，面对外部

挑战时更加灵活。

Esprit母公司思捷环球近五财年业绩 （单位：亿港元）

2015财年

营收
净利润

194.21

-36.96

2017财年2016财年 2018财年 2019财年

177.88

0.21

159.42

0.67

154.55

-25.54

129.32

-21.44

12月1日晚，Esprit母公司思捷环球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捷环球”）

和慕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慕尚集团”）宣布将成立合资公司，合资公

司将全权接手Esprit品牌业务。尽管Esprit作为快时尚入华的先驱，曾风靡一时，

但近年来， 本土快时尚品牌崛起叠加电商的冲击，Esprit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

而在今年初，另一曾经快时尚品牌Mango亦卖出中国授权，快时尚们的退潮已

成定局。

2014-2019年前10个月汽车进口量变化
（单位：万辆）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前10个月

142

107 104
121

110

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