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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标落地 空调市场要变天

融资考验

1月6日，拜腾汽车与日本丸红宣布正式

达成战略合作，日本丸红将参与拜腾汽车C

轮融资，双方还将在出行服务、能源解决方

案及海外生产和销售等多领域探讨进一步

合作。

日本丸红为日本具有代表性的大型综合

商社，公司总部设在东京和大阪，是日本五大

综合商社之一。日本丸红主要从事国内、进出

口贸易、国际间商品技术服务贸易，在全球70

多个国家拥有126个海外分支机构和459家投

资企业。

尽管此次成功获得日本丸红支持，但拜

腾汽车C轮融资历程难言顺利。2019年1月，

拜腾汽车创始人毕福康离任拜腾CEO，加入

拜腾汽车竞争对手艾康尼克。当时有消息

称，毕福康之所以离开，是因为拜腾汽车的

资金状况难以支撑其在华扩张计划，导致公

司内部关系紧张。不过，该消息遭到拜腾汽车

方面否认。

2019年5月，拜腾汽车官方宣布，将在年

中完成C轮融资，且已得到多家实力机构支

持。随后，有消息称，拜腾汽车C轮融资将在6

月底完成，引入约5亿美元，所得款项将主要

用于首款电动SUV研发和量产，其中一汽集

团投资1亿美元。然而，拜腾新一轮融资的消

息却迟迟未能落地。

资料显示，2017年成立以来，拜腾汽车共

进行了四轮融资，总金额超12亿美元，投资方

包括一汽集团、宁德时代、苏宁等。在造车新

势力中，蔚来汽车累计融资超200亿元、小鹏

超过150亿元、威马汽车超过100亿元，均远远

超过拜腾汽车。

对于拜腾汽车C轮融资最新进展，拜腾

汽车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拜腾汽车C

轮融资已进入最后阶段，参投方包括一汽

集团和南京市政府旗下产业投资基金等。

同时，拜腾汽车一直积极开拓海外资本，本

次与日本丸红的合作，是拜腾汽车与韩国

汽车零部件企业明信公司签约之后，再次

引入海外战略投资人。”

量产延期

除C轮融资迟迟未能落地外，拜腾汽车还

遭遇量产延期。据了解，拜腾汽车将工厂设在

江苏南京，工厂占地1200亩，总投资逾110亿

元，具备年产30万辆汽车的能力。2017年9月，

拜腾汽车南京工厂一期工程奠基。

2019年4月，拜腾汽车南京工厂试制车间

正式启用，首批工程试制样车下线。当时，拜

腾汽车CEO戴雷表示，拜腾首款量产车

M-Byte将于2019年三季度全球首发并公布

预售价等信息，年底实现量产，2020年初开始

陆续交付，起售价约为30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拜腾汽车实现量产的前

提是拿到来自一汽华利的“准生证”。2018年9

月，一汽夏利发布公告称，将把全资子公司一

汽华利100%股权连带债务转让给拜腾汽车

母公司南京知行。本次交易完成后，拜腾汽车

可获得一汽华利的造车资质。

然而，这张“准生证”拿得并不顺利。2019

年6月，一汽夏利发布公告披露，南京知行并

未如约支付所欠债款，因此一汽华利仍未移

交给南京知行；10月9日，一汽夏利董秘在回

复投资人关于拜腾欠款是否到位时称，目前

尚未收到南京知行代华利公司归还的部分款

项，公司将积极督促南京知行早日归还相关

款项。

在收购一汽华利100%股权事项出现

波折的同时，拜腾汽车的量产进程也出现

延期。2019年9月法兰克福车展期间，拜腾

汽车宣布，首款车型M-Byte将在2020年

中开始量产。这意味着，M-Byte量产将推

迟半年。

对于量产延期的原因，拜腾汽车给出的

解释为从产品质量等角度考虑，拜腾汽车首

席客户官夏安德表示，“此前造车新势力在交

付阶段暴露出的不足，会让拜腾汽车吸取经

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2019年10月，拜腾汽车首款电动车型

M-Byte的首辆工装样件在南京工厂正式下

线，该车基于拜腾M-ByteConcept概念车

打造。数据显示，M-Byte为一款轴距达2950

毫米的纯电动SUV，搭载72千瓦/ 小时和95

千瓦/ 小时两种电池组，NEDC续航里程为

430-550公里。

前路难测
事实上，此次拜腾汽车之所以引入日本丸

红投资，并不仅为推动M-Byte的在华量产和

交付进程。戴雷表示：“日本丸红在可再生能

源、汽车销售等多个领域拥有深厚的经验和

资源，我们将共同开拓国际市场，为用户提供

面向未来的智能电动汽车产品和出行服务。”

不同于其他国内造车新势力企业，拜

腾汽车一直对海外市场充满兴趣。拜腾汽

车两位创始人均来自德国。其中，毕福康担

任宝马集团副总裁的时间超过10年，戴雷

曾任英菲尼迪中国事业部总经理。公司成

立伊始，拜腾汽车便已经有将车卖到海外

的打算。

2019年11月，拜腾汽车在欧洲多个国

家与当地零售及售后合作伙伴签订谅解

备忘录，共同开拓欧洲电动车市场。另外，

拜腾汽车还宣布与美国电动汽车充电网

络运营商ElectrifyAmerica公司合作，为

美国拜腾车主提供两年免费的30分钟无

限充电服务。

根据计划，2020年拜腾汽车将接受欧洲

和北美地区预订，2021年拜腾汽车将正式进

军欧美市场。戴雷透露，目前拜腾汽车拿到的

6万多个意向订单中，有一半来自中国市场，

其他订单由北美、欧洲等地用户贡献。

对拜腾汽车而言，2020年后进入欧美

市场有可能获得来自当地的更多政策支

持。据了解，德国政府计划从2020年起展

开扩大电动车补贴的五年计划，对于售价

超过4万欧元的车型，补助金额将增至

5000欧元。美国众议院的部分议员也考虑

推出新的新能源汽车支持政策，包括将电

动车企可以获得补贴的销量上限门槛从20

万辆提高到60万辆。

不过，随着传统车企纷纷入局，欧美新能

源汽车市场竞争也日益激烈。2019年以来，奥

迪、奔驰等德国车企纷纷发售首款纯电动车。

2019年11月，特斯拉又宣布，计划在德国柏林

建造一座新工厂，主要生产Model3和Model

Y，每年计划生产50万辆电动汽车。

“作为国内造车新势力企业，拜腾汽车要

想在欧美市场成功立足绝非易事。”汽车行业

分析师张翔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对于车企

而言，进入欧美市场比较容易，但欧美市场对

汽车质量要求非常高，一旦因质量问题需要

召回或因其他问题遭受处罚，车企往往需要

付出高昂成本或支付巨额赔偿。在融资相对

有限的情况下，拜腾汽车的资金状况可能很

难支撑其开拓欧美市场的野心。

北京商报记者 钱瑜 濮振宇

量产前夜引入日资 拜腾汽车加码海外

最严苛能效标准

新国标将是继1989年第一版能效标准发

布以来的第7次发布与修订，被称为迄今为止

最严苛的能效标准，正式实施时间为今年7月

1日。

值得注意的是，新国标统一了变频空调

和定频空调的能效评价方法，均采用更加合

理的季节能效比来定级，解决了用户在选择

节能空调时，因为能效等级衡量标准不同，而

无法准确对比的困惑。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成建宏预测，

新国标实施后，2020年能效将提升14%，到

2022年将提升30%，通过变频与定频空调市

场结构的调整，2022年前后，中国空调市场的

整体准入门槛将提高30%左右。但这也意味

着，现有的低能效、高耗电的定频空调和变频

3级能效产品都将面临淘汰。

作为全球最大的制冷产品生产、消费和

出口国，中国的家用空调产量全球占比超过

80%，主要制冷产品节能空间达30%-50%。

其中房间空调由于产量大、使用面广、日常使

用率高等特点，成为各国政府节能政策的关

注重点。

事实上，早在1989年中国就发布了第一

版能效标准，经过了6次的发布与修订，能效

标准也在不断提高。此次新国标的制定严格

遵循四项原则：首先是标准精简；其次是将

标准向国际领先的地位发展；第三，要保持

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最后是有效应对全球气

候变化。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副院长邱月明表

示，新国标1级能效标准指标对标国际，已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变频空调能效准入要

求的3级，基本与欧盟、美国等地区准入要

求相当，能效准入指标比原标准提高1级，

相当于原标准的2级；定频空调能效准入要

求5级，相当于原能效标准的1级。不仅如

此，本次新国标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将市场

中原有的定频空调与变频空调的两个标准

合并成为一个，而类似热泵机一样的新产

品也被纳入到同一个评价体系中，只按照

季节能效定级。

近半产品遭淘汰

“新国标的实施将使目前的定变频市场

淘汰率达到45%。”成建宏预测。

家电分析师梁振鹏也指出，市场上大部

分定频空调都达不到新国标的技术门槛，肯

定会被淘汰掉。

那么哪些企业最容易受到冲击呢？产经

观察家丁少将指出，一是低能效空调库存较

大的空调品牌，新国标实施将导致这些库存

难以销售；二是品牌力偏弱的中小空调企业，

因为新国标的实施将提高技术门槛和增加产

品成本。

此外，对于消费者来说，新国标不仅让用

户选购高能效产品有据可依，还能达到省电

效果。比如有一台十年的老空调，换成最新1

级能效的变频空调，每天省电约2元，三年就

可以省出一台空调钱。

因此，不少消费者表达了对新国标的欢

迎。家住北京的李女士告诉北京商报记者，所

有家用电器里空调费电最多，一到夏天每个

月的电费就涨到400元，长此以往，买空调省

下的钱最后还会花在电费上，得不偿失，还不

如加钱换一台能效高的产品。范先生则表示，

买空调不能光看价格，能效、自清洁、智能都

得考虑。

根据奥维云网数据，2019年11月变频空

调在线下市场占比达到77.8%，其中1级能效

占比为49.5%，变频在线下已经成为主流。北

京商报记者走访北京市多家家用电器卖场看

到，很少有3级能效空调在销售，店员主推的

都是清一色的1级能效空调。在北三环的一家

卖场，某空调品牌的店员透露，“现在来实体

店咨询的消费者多是冲着中高端的高能效产

品来的，过去大家对能效没有什么概念，近两

年能效意识在逐渐提高”。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新国标出台后，

最直观的影响将是空调价格上涨。“新国标

的能效标准对产品能效比要求非常高，厂

商生产的成本也会明显提升，最终势必会

反映到终端的零售价格上，所以空调终端

的销售均价肯定会有一定程度的上扬。我

预计至少会有10%以上的上涨幅度，那这

样对于用户来说就增加了购买成本。”梁振

鹏说。

与此同时，也有消费者表示不愿为增加

的空调成本买单。“所有的空调都耗电，省电

也省不了多少，况且空调越脏性能越差越耗

电，密封性保温差也耗电，很多因素在里面。”

一名消费者如是表示。

价格战难以避免

对于新国标，各大空调厂商目前都表达

出比较积极的态度，而且在生产排期上也做

了相应的调整。“近年来，各空调企业积极参

与空调能效标准的研制工作，积极布局、安排

研发生产，为空调能效标准的实施做了大量

的准备工作，率先执行新版高能效标准要

求。”邱月明说。

格力和美的方面均表示，新国标在技术

上难度不大，已准备好符合新国标的全系列

产品，今年可以上市；海尔空调总经理王利

透露，海尔空调已经开始全面切换，从2019

年12月起就开发了符合新国标的产品，2020

年将有53个系列产品投放市场；长虹空调已

率先推出超1级能效新品，抢占绿色高能效

先机，继主推的超1级能效产品Q5Ks之后，

又发布两款新品Q5A好睡眠空调和Q5DAI

舒适空调。

然而，在新国标的实施时间上各大厂商

此前却持有不同的意见，北京商报记者了解

到，其中库存少的厂商希望自5月1日起实施，

库存多的则希望自7月1日起实施，这样能赶

上“6·18”大促。创维空调国内营销本部总监

甘建国告诉记者，创维是轻装上阵，因为它们

已经没有库存，现在生产的都是符合新国标

的产品。

不过，实际上空调行业的渠道库存仍然

高达3500万台，大多都不符合新国标。梁振鹏

指出，“这些库存势必要在今年上半年销售出

去，因此这半年空调市场仍会掀起明显的价

格战，主要是以淘汰落后能效标准的产品为

主。对于一线品牌来说，销售和库存都不是问

题，但二三线空调品牌的主要产品都属于低

能效，这对它们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价格战不会冷场，因为定频空调和3级能

效变频空调在大促时仍然唱主角，特别是在

线上市场。综合奥维云网和中怡康零售监测

数据，相同匹数的定频空调均价是变频空调

的60%-70%左右，3级能效变频空调均价约

为一级能效的70%左右。去年“双11”，几大空

调厂商就打了一轮价格战。格力总让利高达

30亿元，之后美的、海尔和奥克斯也跟进降价

“血拼”。

丁少将表示，随着价格战的持续，空调市

场增量不增收的局面有可能发生，而随着新

国标的实施，空调市场的品牌集中度还有可

能进一步提升。

梁振鹏提醒，无论是大中小型空调企业，

想完全生产100%符合新国标的产品都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空调企业应及时提升

自己的产品创新与技术研发水平，改进自己

的产品线，从上游原材料采购环节入手，优化

设计，从而保证产品的合格率。

北京商报记者 石飞月

量产前夜，造车新势力拜腾汽车终于再次敲定一笔融资。1月6日，拜腾汽车与日本丸红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日本丸红”）宣布

正式达成战略合作，日本丸红将参与拜腾汽车C轮融资。2019年，拜腾汽车遭遇C轮融资迟迟未落地、首款车量产延期及收购一汽

华利未能及时付款等一系列状况。进入2020年，在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遇冷、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拜腾汽车能否借进军海外市场在

造车新势力中实现后来居上，正引发业内广泛关注。

1月6日，“史上最严” 空调新能效标

准———GB21455《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

值及能效等级》（以下简称“新国标”）终于正

式公布。这意味着，现有的低能效、高耗电的

定频空调和变频3级能效产品都面临淘汰。对

于空调行业来说， 能效标准提升将终结低质

低价的行业怪圈， 但对于空调厂商来说则是

有喜有忧：喜的是，企业能够合理提升空调价

格；忧的是，囤积的产品需要在今年上半年加

紧售出，中小企业面临被洗牌的危机。

奥维云网线上线下全渠道监测数据

销售额（单位：亿元）
销售量（单位：万台）

空调冷年为上一年8月至今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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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7

600

1956

505

954

2976

3693

1194

3449

11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