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产合并紧锣密鼓 蔚来国内上市提速？

搭建引资渠道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本次工商变更，新增

股东NIOPowerExpressLimited（以下简称

“NIOPower”），公司注册资本由原来的1100万

元上升至38.509975亿元。

“蔚来（安徽）控股有限公司是蔚来中国的法

律主体。”蔚来汽车相关负责人对北京商报记者

表示，在与合肥的战略协议内容中，蔚来表示将

把在中国的主要资产及业务注入蔚来中国，其中

包含NIOPower，可以理解为将该公司并入蔚来

中国。

今年4月29日，蔚来汽车宣布与合肥市建

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国投招商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安徽省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

司等战略投资者签署关于投资蔚来中国的最

终协议。投资协议显示，战略投资者将向蔚来

中国投资70亿元，同时蔚来将向蔚来中国注入

总共177亿元资产以及42.6亿元现金。

实际上，签约后蔚来便立刻启动资产合

并。目前，蔚来（安徽）控股有限公司对上海蔚

来汽车有限公司、蔚来能源投资（湖北）有限公

司为100%持股。

“签约后，蔚来开始向蔚来中国的法律主

体蔚来（安徽）控股有限公司注入中国范围内

包括整车研发、供应链与制造等核心业务与相

关资产。”上述负责人表示。以上业务与资产根

据2020年4月21日前30个公开交易日蔚来汽

车市值平均值的85%估值177.7亿元。“我们正

在按照计划稳步推进中。”他说。

实际上，如何引入更多资金一直是蔚来的焦

点。本次交易完成后，蔚来将持有蔚来中国75.9%

的控股股份，战略投资者将合计持有24.1%的股

份，蔚来中国也将增加过百亿元现金流。李斌表

示，“蔚来中国将帮我们打通人民币募资通道。

我们非常高兴引进了几家战略投资者”。

“随着企业规模扩大，量产交付车型增多，

蔚来汽车对于资金的需求会越来越高。”汽车

行业专家颜景辉表示，签署战略投资协议及总

部落户后，蔚来加紧合并资产，推进与当地政

府的合作，将蔚来中国的盘子做大，之后也能

增强其融资能力。

再提“二次上市”

在推进蔚来中国总部落地的同时，持续增

大融资能力也让蔚来看到国内IPO的机会。在今

年一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李斌透露，蔚来中国

具备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市的可能性。他认为，从

蔚来中国的角度来讲，具备在中国资本市场IPO

的可能性，后续会根据资本市场的情况做决策。

实际上，这并不是蔚来中国首次被提出具有

上市的可能。有消息称，在蔚来与合肥签署框架

协议时，合肥市人民政府官微曾发布消息，“蔚来

中国……2025年前在科创板上市”。不过，合肥市

人民政府在上述官微发布当天便删除了上述信

息，然而两个月后，李斌再度提出上市的可能。

“在国内上市融资的一定是人民币。”业内

人士表示，蔚来重回国内上市，实际上与其业

务和战略重点放在国内不无关系。北京商报记

者了解到，除将蔚来中国总部落户合肥，蔚来

大多合作伙伴和项目都在国内市场。其中，在

造车方面，蔚来与江淮、广汽都有深入的合作，

以及NIOPower充电板块的布局。

“之前，中国企业因为资本架构和盈利要

求，大部分选择美国资本市场。其实这些企业

的主要业务仍在中国，这容易让海外投资者低

估。”上述人士表示，回归国内上市将会给蔚来

带来更大的可能性，在蔚来中国的项目稳定

后，会吸引更多投资者。

同时，天眼查显示，蔚来（安徽）控股有限

公司是蔚来汽车与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等共同出资设立。这意味着，蔚来

将成为一个有地方国资背景的企业。对此，颜

景辉表示，具有国资背景也让蔚来中国在内地

上市具备一定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日前发布的《关于调整完

善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的通知》中提出，规定

补贴前售价不高于30万元的新能源乘用车才

有资格享受新一轮补贴。不过，为鼓励“换电”

新型商业模式发展，“换电模式”车辆不受30万

元限价规定限制。此项规定也让蔚来成为唯一

一家新车售价30万元以上，但还能享受补贴的

汽车品牌。

在业内人士看来，在政策开路下，一直在推

广“车电”分离技术的蔚来，也增加吸引国内投

资者的信心，为之后的回归上市再添筹码。

扭亏成关键

尽管国资背书、政策开路，蔚来想要重回

国内资本市场依旧需要提升自身“造血”能力。

汽车分析师张翔表示：“蔚来中国如果选择在

国内上市，目的还是融资，但这个可能性有多

大，关键在它现在经营情况如何。”

财报显示，今年一季度蔚来总营收13.72

亿元，同比下滑15.9%；毛利润率为-12.2%；净

亏损16.92亿元，同比收窄35.5%。

业内人士表示，虽然蔚来一季度业绩在一

定程度上受到疫情影响，但自2017年以来，蔚

来亏损持续扩大，2019年已增加到112.96亿元。

持续的亏损也消磨着投资者信心。北京商

报记者注意到，自2018年在纽交所首次公开募

股以来，蔚来汽车股价已经下跌超过1/3。截至

6月1日（以当日收盘价计算），蔚来汽车总估值

为47.39亿美元。

同时，越卖越亏的问题也阻碍着蔚来的发

展。数据显示，2019年蔚来的汽车交付量为

2.05万辆，其中ES8车型交付量为9132辆、ES6

车型交付量为1.14万辆，成为国内首家年销破

2万辆的造车新势力企业。据统计，2019年蔚

来每卖出一辆车，亏损便超50万元。

“作为上市公司，蔚来的财报和数据相对

于其他企业更加透明。”在乘用车市场信息联

席会主席崔东树看来，即便回到国内上市，市

场也会参考蔚来之前的成绩，蔚来回国上市也

将存在一些变数。

事实上，蔚来也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李斌

曾表示，提高毛利率是蔚来2020年的核心目标

之一。“我们有信心实现二季度毛利率转正，年

底毛利率达到两位数的目标。”

北京商报记者 刘洋 刘晓梦

北京商报讯（记者 肖玮）6月4日，
民航局发布调整国际客运航班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其中明确自

2020年6月8日起，实施航班奖励和

熔断措施。

具体来看，民航局、外交部、国家

卫健委、海关总署、移民局等共同建立

专班机制，以入境航班落地后旅客核

酸检测结果为依据，对航班实施熔断

和奖励措施。其中，奖励措施是指航空

公司同一航线航班，入境后核酸检测

结果为阳性的旅客人数连续3周为零

的，可在航线经营许可规定的航班量

范围内每周增加1班，最多达到每周2

班。而熔断措施则指航空公司同一航

线航班，入境后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的旅客人数达到5个的，暂停该公司该

航线运行1周；达到10个的，暂停该公

司该航线运行4周。与此同时，熔断的

航班量不得调整用于其他航线。熔断

期结束后，航空公司方可恢复每周1班

的航班计划。

通知还指出，已列入民航局3月

12日官网发布的“国际航班信息发布

（第5期）”（以下简称“第5期”）航班

计划的中外航空公司可以上述航班

计划为基准，继续按照以下原则执行

自/ 至中国的国际客运航班：国内每

家航空公司经营至任一国家的航线

只能保留1条，每条航线每周运营班

次不得超过1班；外国每家航空公司

经营至我国的航线只能保留1条，每

周运营班次不得超过1班。上述航线

航班可在本公司经营许可范围内调

整境内外航点。

而自6月8日起，所有未列入第5

期航班计划的外国航空公司，可在

本公司经营许可范围内，选择1个具

备接收能力的口岸城市（具体城市

名单可在民航局官网查询），每周运

营1班国际客运航线航班。各航空公

司由于受疫情影响调减航班涉及的

航线经营许可和起降时刻继续予以

保留。

民航局还提出，请各航空公司根

据上述要求，向民航局运行监控中心

申请运行至2020年10月24日的航班

预先飞行计划。各航空公司应按照民

航局发布的《运输航空公司疫情防控

技术指南》要求做好各项防控措施，落

实民航局、海关总署联合发布的《关于

中国籍旅客乘坐航班回国前填报防疫

健康信息的公告》要求。

为防止航班入境地点过于集中，

通知也强调，确保口岸城市具备相应

的国际航班和旅客接收的综合保障

能力，各航空公司在安排新增航线航

班前，应取得由口岸机场所在地省级

联防联控机制办公室或应对疫情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出具的《疫情防

控保障能力确认函》。另外，在风险

可控并具备接收保障能力的前提

下，可适度增加部分具备条件国家的

航班增量。

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为坚决

遏制境外新冠肺炎疫情输入风险高发

态势，根据国务院疫情联防联控工作

要求，民航局于3月12日发布第5期国

际航班计划。随后，民航局又分别在3

月19日和26日发布了“调减国际客运

航班量的通知”和“继续调减国际客

运航班量的通知”，对国际航班进行

严管。

对于民航局最新通知中提出的

“实施奖励或熔断”等措施，民航资深

专家綦琦告诉北京商报记者，“新政

是我国政府响应国外航司恢复往返

中国客运航班的合理诉求，是基于我

国目前的疫情防疫常态化和复工复

产政策下民航领域的精准政策”。他

进一步分析，接下来，能否复航以及

复航几班，要看航司对旅客潜在疫情

风险的控制情况，控制得好，对我国

没有外来病例输入风险，就可以复

航，反之则停航。整体来看，在全球疫

情走向尚未明朗的情况下，疫情防控

高于航司经济利益诉求。在此大背景

下，民航局新政靶向施策，给出解决

复航中国国际航线航班的解决方案

和实施路径。

下周起国际航班将
依据核酸检测结果奖励或熔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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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损失数百亿 苹果隐瞒市场需求面临诉讼
因隐瞒中国市场iPhone需求下滑，苹果

公司面临一起新的集体诉讼，被指证券欺

诈。6月4日，有消息称，美国加州奥克兰市的

地方法官伊冯·冈萨雷斯·罗杰斯裁定，苹果

向其股东隐瞒了iPhone手机的市场需求，股

东可就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的“iPhone

需求强劲”言论提起诉讼。

据悉，这起指控是由美国密歇根州一项

养老基金计划———罗斯维尔市雇员退休系统

在去年发起的。

苹果有关iPhone出货量的指控源自

2018年底发生的有关iPhoneXR、XS和XS

Max智能手机销售的事件。在2018年9月，

苹果推出了iPhoneXR、XS和XSMax三款

机型。

在发布会后的两个月，也就是2018年11

月，苹果举行了固定投资者电话会议。在这

次公开会议中，该公司宣布了iPhone的出货

量以及其他内部信息，这些信息使投资者对

购买更多苹果股票充满信心。在这次特别电

话会议上，库克发表讲话，描绘了有关

iPhone出货量以及迄今为止对新款iPhone

成功的乐观看法。谈到苹果公司在新兴市

场上的表现时，库克提到了在巴西和印度

市场的销量下行压力，却称“我不会把中国

列入其中”。

同时，苹果还在此次电话会议中宣布，苹

果在未来的电话会议中将不再公布具体的

iPhone出货量。

2019年1月2日，库克在一封给投资者的

信中提出，将苹果的营收预期由之前的890

亿-930亿美元下调到了840亿美元左右，最

高下调了90亿美元。这是苹果自2007年发

布iPhone以来首次下调营收预期，结果导致

了次日苹果股价下跌10%，市值蒸发了740亿

美元。

该指控称，苹果绝对不可能不知道在

2019年1月的电话会议之前，iPhone的出货

量没有达到预期。苹果公司在2018年11月的

电话会议上知道情况不佳，但拒绝透露该文

件，直到2019年1月再也无法隐藏它为止。

罗杰斯表示，如果没有自然灾害或人为

因素影响，很难相信库克在作出这一决定之

前不知道iPhone在中国市场的需求有所下

滑。她还指出，苹果公司决定停止报告iPhone

销量“似乎合理地表明，被告预计iPhone的销

量会下降”。

北京商报记者就此事采访了苹果方面，

截至发稿，对方未给出回复。去年，苹果方面

曾坚持认为，销量并不一定代表产品基础业

务的相对健康状况，这是基于平均售价不断

上涨得出的结论。

实际上，由于近几年国产手机厂商发展

迅速，苹果在中国市场的生存空间被挤压。根

据IDC发布的数据，近五年iPhone在中国的

出货量逐渐减少，2015-2019年全年的出货

量分别为5840万台、4490万台、4110万台、

3630万台和3280万台，市场份额分别为

13.4%、9.6%、9.3%、9.2%和8.9%，都呈逐年递

减的态势。

作为一家科技界的明星企业，苹果公司

这几年没少挨官司。日前，因为苹果旗下的

iPhoneX存在人脸识别不安全的情况，哥伦

比亚的知名人物RobertoEscobar的设备被

黑客入侵，他表示自己收到了威胁类的信

件，所以向苹果提起诉讼，要求赔偿的金额

高达26亿美元。

当地时间4月22日，几家音乐公司向美国

加州北区法院提交诉讼，他们指控一家音乐

发行公司非法重新录制由实体公司提取的音

乐并将其内容提供给苹果，而苹果则通过在

iTunes中销售这些音乐来获利。

苹果今年的运气也不太好。3月，由于新

冠肺炎疫情的原因，苹果公司决定关闭所有

门店14天，随后又宣布无限期延长关店时间；

上个月，苹果公司决定在全球范围内慢慢开

放门店，并制定了社会化距离规则；然而，在

乔治·弗洛伊德之死事件在全美范围内引发

抗议浪潮后，这家科技巨头决定再次关闭美

国一些地区的门店。

目前看来，几乎只有中国市场从疫情中

回暖，苹果也加大了营销力度，不断降价刺

激消费。6月1日零点，京东“6·18”和天猫

“6·18”大促正式开场。这是苹果首次以官

方形式同时参加天猫与京东的“6·18”折扣

活动。天猫数据显示，在开场5个小时之后，

iPhone在天猫的销售额超过5亿元，超过

iPhone在中国市场1天的平均成交额，创下

最快纪录。

产经观察家丁少将指出，频繁降价的后

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苹果公司正在逐渐

失去产品的定价权，从而不得不随波逐流地

接受市场定价。

北京商报记者 石飞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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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姻”合肥的蔚来，正通过加快资产合并让国内“二次上市”成为现实。6月4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

蔚来（安徽）控股有限公司已发生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1100万元猛增至38.5亿元。对此，蔚来相关负责人对北京商报记

者表示，与合肥签订协议后，蔚来正向其注入资产，注册资金增加是资产的并入所致。

值得关注的是，在推进项目落地的同时，蔚来也释放出在国内“二次上市”的信号。“蔚来中国落地后将打开人民

币融资渠道。”蔚来CEO李斌表示，从蔚来中国角度讲，当然具备在中国资本市场IPO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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