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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始人再离职 拜腾重启还剩几分胜算

中国广电破壳 单挑三大运营商垄断地位

正式成立

成立大会上，中国广电的控股股东中国

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与国家电网有限公

司、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

作协议。

上个月，中国广电在北京召开了创立大

会，主要审议通过《发起人关于股份公司筹办

情况的报告》《关于股份公司设立费用的报

告》《公司章程》等文件，并选举产生第一届

董事会及第一届监事会；之后，中国广电完

成工商注册，领取营业执照，注册资本约

1012亿元。

创立大会上，针对中国广电下一步发展，

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全国有线电视网络整

合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朱咏雷表示：“一

是希望全国有线电视网络企业团结一致，共

同推进‘全国一网’再上新台阶；二是希望战

略投资者发挥优势，带动广电网络跨越式发

展，实现互利共赢；三是希望大家以广电股份

成立为契机，奋发有为，以融合创新实现广电

网络高质量发展。”

中国广电从规划到成立历经多年。早在

2016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财政部、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就联合下发了《关于

加快推进全国有线电视网络整合发展的意

见》，明确指出，广电适时以持有的省级网络

公司股权、国家广播电视光缆干线网络资产、

现金等出资，省级非上市有线电视网络公司

的股东以合计不低于51%的股权出资，共同

发起组建全国性有线电视网络股份公司，并

推动全国性有线电视网络股份公司上市，通

过股权置换、吸收合并等方式，与已上市有线

电视网络公司整合。

2019年6月6日，工信部正式发布4张5G

牌照，宣布我国正式进入5G时代。除中国移

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家运营商外，中国

广电也正式入局拿到了5G牌照。

混改基因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广电的股东中，除

了传统广电系的资本，还包括了杭州阿里巴

巴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国网信息通信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等非广电系资本。

在中国广电的前五大股东中，中国广播

电视网络有限公司控股约51%；国家电网旗

下全资子公司国网信息通信产业集团、阿里

巴巴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分别持股

9.8813%；广东广电网络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6.1523%；北京北广传媒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公

司持股3.8469%。

另外，多家广电类上市公司也参股了中

国广电。其中，湖南的电广传媒持股

2.7833%；东方明珠、华数传媒、江苏有线各

持股0.4941%；吉视传媒、广西广电、广电网

络、贵广网络、天威视讯、湖北广电各持股

0.1976%。

“从股东阵容中可以看出，中国广电已

经有了混改基因。”通信产业专家、融合网

创始人吴纯勇指出，像其他几十年的老国

企，混改过程中的难度会比较高，但对于中

国广电这样一个年轻的公司来说，刚刚成

立就具有这种基因，在混改方面的探索上，

势必比老国企有一定的先发优势。在他看

来，这样的股东构成可以弥补广电系本身

的一些短板，比如技术的创新、业务的重

塑、市场营销体系的建立，包括整个用户群

体的重新划分。

产经观察家丁少将则指出，阿里巴巴系

持股比例接近10%，与国网信息通信产业集

团并列为第二大股东，完全可以说中国广电

有了一定的混改基因。“中国广电的目标是

推动大屏小屏联动、无线与有线对接、卫星

与地面协同，全面实施智慧广电战略，这样的

股东构成在技术共享和资源整合方面有一定

优势。”

格局待变

新成立的中国广电，将不再只聚焦于有

线电视业务，获发5G牌照后，该公司便和三大

运营商一样具备发展移动通信业务的资格。

据悉，后续中国广电将发行192号段的手机号

码，通过与中国移动签约实现基站共建共享，

除了5G业务外，也有望推出4G业务。

今年5月，中国移动高调宣布和中国广电

达成共建共享5G的合作协议，双方按1：1比
例共同投资建设700MHz5G无线网络，共同

所有并有权使用700MHz5G无线网络资产。

其中，中国移动向中国广电有偿提供

700MHz频段5G基站在地市或者省中心对

接点的传输承载网络，并有偿开放共享

2.6GHz频段5G网络，同时承担700MHz无线

网络运行维护工作，而中国广电则需要向中

国移动支付网络运行维护费用，而且在

700MHz频段5G网络具备商用条件前，中国

广电有偿共享中国移动2G/4G/5G网络为其

客户提供服务。

不过，广电“圆梦”移动通信还需要时间。

中国移动董事长杨杰在今年8月召开的财报

会上透露，中国移动与中国广电今年在5G合

作方面没有实质性的网络建设部署，明年才

会继续推进共建共享5G。

丁少将表示，对于“新玩家”的进入，用户

应该是乐见的，毕竟有竞争才更可能在用户

体验上有改善和进步，但至于说对于通信

市场和三大运营商能够有什么样的影响，

还要看中国广电本身能够有什么样的作

为，能不能真正激发竞争和优化的热情。

“毕竟，此前虚拟运营商也一度活跃，但实

际上并未对三大运营商造成多大影响。当

然，考虑到‘全国一网’的战略、网络一体化

的趋势，中国广电对行业的后续影响还是

值得期待的。”工信部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

月末，三大运营商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已高

达15.98亿户。

“进入到5G领域之后的中国广电就像一

条鲇鱼，可以搅动现下三大运营商构建的通

讯领域格局，虽然该公司在通信领域是个新

兵，但是由于它的介入，可以通过横纵联合，

令未来的通信行业产生巨大的突破和进展。”

吴纯勇说。

至于成立之后，中国广电会有哪些新的

发展规划，北京商报记者也采访了该公司，截

至发稿，对方还未给出回复。

在吴纯勇看来，这几年智慧城市、智能家

居、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等新的行业应用非

常火，这种情况下，中国广电和三大运营商

都可以充分利用自己手中的武器去进行竞

争，比如5G牌照和技术资源，因为它们都属

于专网，这四大运营商谁的实力强、技术高谁

就可以快速切入进去，这就是属于中国广电

新的机会。

北京商报记者 石飞月

接连离职

戴雷为拜腾联合创始人，曾任英菲尼迪

中国事业部总经理、华晨宝马营销高级副总

裁。对于戴雷的离职原因，北京商报记者联

系拜腾相关负责人，但截至发稿，尚未获得

回复。

事实上，戴雷离职前，同为“宝马系”的拜

腾另一位联合创始人毕福康也已离职。据了

解，毕福康曾在宝马集团工作20年，且担任宝

马集团副总裁的时长超过10年。

去年4月，毕福康离开拜腾，在此之前拜

腾几乎没有负面消息传出。然而，就在毕福康

离职两个月后，拜腾开始出现资金问题。去年

6月，一汽夏利发布公告披露，南京知行（拜腾

运营主体）并未如约支付所欠债款。

虽然目前尚无法准确评估此次戴雷离职

具体影响，但目前拜腾面临的局面显然比毕

福康离职时更为严峻。今年6月底，拜腾宣布中

国区（不含香港）所有公司将自7月1日起开始

停工停产，中国区所有公司全体员工待岗。一

封拜腾致中国区员工的内部沟通信显示，拜腾

管理层商议决定推行临时性员工薪酬缓发措

施，各层级员工4-7月工资按不同比例缓发。

此前，有自称拜腾员工的网友发文称：

“公司从3月至今拖欠工资，一分钱不发。公司

几百名员工现在被强行休假在家，公司现在

只剩躯壳。”今年8月，约80名拜腾员工集体发

声，要求拜腾支付此前拖欠的工资。

“戴雷有可能是被股东们清洗出局。”汽

车行业分析师张翔表示，与蔚来创始人李斌、

小鹏汽车创始人何小鹏不同，戴雷虽然为创

始人之一，但不掌握拜腾控股权，他更多为职

业经理人角色。目前，拜腾陷入困境，股东们

对于戴雷肯定不满。

烧光84亿

作为一家造车新势力企业，拜腾的困境

在于融资已耗尽，但新车迟迟未实现量产。资

料显示，2017年成立以来，拜腾共进行4轮融

资，总金额约84亿元，远低于蔚来（超300亿

元）、威马（超200亿元）、小鹏（超160亿元）等

竞争对手。

去年5月，拜腾宣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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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轮融资将在6月底完成，引入约5

亿美元。今年1月，拜腾相关负责人又表示，拜

腾C轮融资已进入最后阶段。然而，拜腾的C

轮融资一直未到位。

在新一轮融资迟迟不到位的情况下，拜

腾正面临巨大债务压力。2018年9月，拜腾1

元收购一汽华利100%股权，并承担后者8亿

元债务和数千万元员工薪酬，但这笔原计划

去年三季度偿还的欠款至今仍未结清。今年

6月，拜腾与一汽华利母公司一汽夏利签署

新协议，同意在10月31日前偿还剩余4.7亿元

欠款。

不仅债务压顶，拜腾的量产进程也未能

如期推进。去年4月，戴雷表示，拜腾首款量产

车M-Byte将于年底实现量产，2020年初陆

续交付，售价区间为30万-40万元。去年9月，

拜腾汽车官方文件显示，拜腾南京工厂建设

基本完工，冲压、焊装、涂装、总装、电池五大

工艺车间厂建和主要设备安装工作已完成。

然而，在随后的法兰克福车展期间，拜腾

相关负责人又改口称，首款车型M-Byte

2020年年中才能开始量产。对于量产延期原

因，彼时拜腾方面给出的解释为“从产品质量

等角度考虑”。

今年以来，面对外界质疑，拜腾开始释放

一系列与量产有关的积极信号。4月，拜腾推出

旗下首款车型M-Byte量产版试制车，戴雷也

在社交媒体上公布多张南京工厂车间内的生

产新进展图片。然而，M-Byte至今仍未量产，

拜腾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从4月后也再无更新。

重启考验

值得注意的是，在经历量产跳票、债务逾

期、停工停产等打击后，拜腾仍未放弃造车。

今年8月，拜腾申请注册成立名为“盛腾”的

新科技公司，新公司拟融资20亿元加速量产

M-Byte，一汽集团等股东方也在推进该项

融资。

南京建设工程信息网发布公告显示，“南

京知行年产30万套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项

目弱电自控系统工程增项劳务合同招标”项

目已落地，南京中时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8月

22日已中标。这意味着拜腾的量产进程仍在

推进中。

与以往不同，在一汽集团主导下，如今的

拜腾更讲求“节约”。按照一汽集团今年6月底

给出的重组方案，除M-Byte量产外，拜腾南

京工厂15万辆年产能中将有5万辆用于生产代

号为“EQ320”的红旗纯电动车。此外，未来拜

腾南京工厂还将为其他电动汽车品牌代工。

张翔认为，生产其他品牌电动汽车，有

助于拜腾南京工厂更充分利用产能，分摊

工厂运营成本，实现集约发展。而且，拜腾

南京工厂设计时就有红旗的技术人员参

与，所以转产红旗电动汽车的生产线改造

花费会小一些。

无论谁来主导量产进程，最终的产品才

是决定拜腾生存前景的关键。乘用车市场信

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蔚来、小鹏等造

车新势力早已经实现规模化交付，拜腾的产

品却迟迟未能上市，这才让资本市场逐渐丧

失对拜腾的兴趣。“另起炉灶”后的拜腾能否

翻身，仍要看产品本身竞争力如何。

不过，在节省成本大旗下，业内也出现担

心拜腾量产车品质下降的声音。据了解，为节

省成本，M-Byte的一些设计将进行调整，如

一些原本由全球头部供应商承接的项目，为

缩短时间、降低成本将重新更换供应商，一切

都以快速推进车辆上市为目标。

北京商报记者 刘洋 濮振宇

传闻已久的第四大运营商终于现身。10月12日，中国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广电”）正式在京成立，成为继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外的第四大运营

商。与三大运营商不同的是，中国广电在成立伊始就已经植入民营企业的基因，在混改方

面会比中国联通这样的老牌国企更具优势。随着新型产业的出现和发展，中国广电的入

局，势必会搅动国内通信市场的现有格局，打破三大运营商的垄断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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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福康离职后，拜腾另一位创始人也挂冠而去。10月12日，有消息称，拜腾联合创始人、首席执行官戴雷已离开拜

腾，拜腾首席事务官丁清芬暂时接替戴雷工作。今年以来，拜腾已遭遇量产跳票、债务逾期、停工停产等一系列打击。目

前，拜腾正“另起炉灶”谋求通过新一轮融资摆脱困境。在此关键时刻，戴雷的离职无疑给拜腾的前景蒙上阴影。

拜腾
大事记

2017年9月

品牌发布

2018年9月

收购一汽华利，
获得准生证

2019年4月

创始人毕福康离职

2019年10月

2020年3月

2020年6月

2020年10月

南京工厂基本完工

2019年9月

4.7亿元债务逾期

开始拖欠员工工资

中国区正式停工停产

创始人戴雷离职

5月20日中国广电与中国移动正式签订5G共建共
享合作协议

9月24日
中国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创立大会在北
京召开

9月25日
中国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完成工商注
册，注册资本10120107.2万元

10月12日中国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完成揭牌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