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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度借船出海 拟斥资近 14亿元入股雷诺韩国

立足国际化战略 吉利汽车再下一城

本报记者 王彤旭

继收购沃尔沃、 入股戴姆勒

后，吉利汽车（以下简称吉利）又开

启“买买买”模式。 5 月 10 日，吉利

宣布与雷诺集团（以下简称雷诺）

签订协议， 拟认购雷诺韩国汽车

（以下简称雷诺韩国） 增资扩股的

34.02%股份。 事实上，双方早在今

年 1 月 21 日就宣布将开展合作，

在韩国市场推出燃油和智能混动

车型，入股新协议是对此前框架合

作的进一步绑定和深化。 业内人士

表示，二者的结盟能够打造双赢格

局，吉利由此将剑指更为广阔的国

际市场。

再度借船出海

公告显示， 吉利旗下子公司

Centurion Industries Limited（以下

简称 CIL） 与雷诺在韩国的子公司

雷诺韩国签订协议， 将投入约

13.76 亿元入股雷诺韩国， 持股比

例为 34.02%。

中国商报记者了解到，雷诺韩

国前两大股东分别为持股 80.05%

的雷诺 BV 和持股 19.9%的 Sam－

sung Card（三星信用卡）。交易完成

后，吉利将成为雷诺韩国的第二大

股东，雷诺仍将保持大股东地位。

对于生产计划，吉利在公告中

表示，新车将由雷诺三星位于韩国

釜山的工厂生产，融合吉利的 CMA

模块化架构、混动技术，以及雷诺

韩国在造型设计、用户体验方面的

优势，预计 2024 年将实现量产。

一位接近吉利的人士对中国

商报记者透露，双方现已基本确定

了此次合作的具体分工：吉利提供

平台技术， 雷诺提供品牌和设计，

并同时承担制造、 销售及售后等。

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在接受中国

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此番合作对

双方来说是共赢之举。

“借船出海、轻装上阵是合适

的海外发展模式。 ”清华大学车辆

与运载学院副研究员、汽车产业与

技术战略研究院院长助理刘宗巍

对记者表示， 海外市场更加广阔，

“走出去” 是中国车企成长为国际

化强企的必由之路。 而吉利为中国

车企的“走出去”提供了可供参考

的思路： 通过与当地车企紧密合

作， 借用其品牌影响以及销售、服

务渠道等资源快速打入相关市场。

同时彼此分担成本压力，以应对产

业转型期不得不加大诸多领域核

心技术投入的困局。

收购沃尔沃、路特斯，入股宝

腾、戴姆勒，携手挪威吉尔集团拓

展欧洲市场……一系列布局显示

出吉利欲通过资本运作开拓市场

并志在全球的雄心。 那么，此番其

为何选中规模较小的韩国市场？

“我们一直寻求商机推动产品

国际化，认购将推动公司产品国际

化及巩固全球市场地位。 ”吉利方

面表示， 通过认购协议可与雷诺

合作，能够运用其现有汽车技术及

研发水平在韩国市场占据一席之

地， 并实现产品国际化的战略目

标。

“韩国属于发达国家市场，而

且本土汽车工业实力很强。 对于中

国车企来说，把韩国作为桥头堡进

行尝试，可以为后续向亚太乃至全

球市场挺进提供有益的借鉴。 ”刘

宗巍说。

打造双赢格局

吉利的入股对时运不济的雷

诺韩国而言无疑是一场及时雨。

在韩国本土市场上，雷诺表现

堪忧。 以 2022 年 4 月的最新销量

排名来看，韩国车市销量排名前五

的品牌分别为起亚、现代、捷尼赛

思、双龙汽车及雪佛兰。 当月，位居

第六的雷诺韩国销量仅为 2328

辆，与起亚汽车 50995 辆的销量相

差十分悬殊。

打入中国市场的雷诺同样表

现不佳。 主打乘用车的东风雷诺停

产，主打商用车的华晨雷诺金杯销

量惨淡， 其电动化布局———与东

风、日产联盟组建的易捷特新能源

车也表现欠佳。

“目前，雷诺韩国急需通过外

部力量的输血来盘活运营业务。 同

时，谋求转型的雷诺韩国在产品创

新、电动化转型发展方面仍处于探

索阶段，所以手握领先平台技术以

及混动技术的吉利无疑是非常好

的合作伙伴。 ” 盖世汽车研究院总

监王显斌说道。

那么，吉利为何会看上发展并

不顺利的雷诺呢？“正是由于起点

低，雷诺韩国对于吉利技术赋能的

新车型才会更加重视，才会不遗余

力投入资源进行推广；同时，只要

能推出一两款市场反响较好的车

型，会很容易显著提升业绩。 反之，

如果雷诺韩国的表现很好，恐怕根

本不会积极引入合资伙伴，也不会

太重视合作。 从这个角度看，此番

合作虽面临挑战，但值得尝试。 ”刘

宗巍表示。

王显斌认为，雷诺在韩国积淀

多年，有资源和渠道，依然有助于

吉利打入这个发达国家的市场。 通

过向雷诺韩国输出混动技术，吉利

也能够向世界展示出我国本土汽

车品牌的力量，进一步释放品牌影

响力。 同时，立足国际化战略的吉

利已在欧洲与沃尔沃开展合作，正

逐步开拓欧洲市场。 雷诺虽在韩表

现不佳，但在欧洲、北美等市场的

反馈都比较好。 合作是未来吉利打

入欧美乃至澳洲等市场的一步好

棋，对于雷诺而言也是如此。

“我国汽车品牌本身在新能源

和混动领域具有独到优势，进入韩

国市场后，韩国民众或也会有一定

的需求，但具体情况如何还需时间

的检验，关键要看双方后续如何合

力做好运营。 ”王显斌表示。

需要注意的是， 在这场合作

中，吉利也为自己上足了“保险”。

记者注意到，吉利的入股也有附加

条件：在 2022 年和 2023 年两个财

政年度，雷诺韩国须向吉利支付不

少于 3.28亿元的股息。

“吉利此次的投入额度并不是

很大，加上双方约定后续需向吉利

支付的股息，以及使用吉利技术的

授权费和服务费，吉利的实际投入

就更小了。 ”刘宗巍表示。

引领技术输出

技术研发带来的回馈颇为显

著， 技术授权现已成为吉利新的

利润增长点。

财报显示，吉利 2021 年收入

虽达到 1016 亿元， 同比增长

10.3%，但净利润却下滑至 43.5 亿

元，同比下滑 21.9%。 对于增收不

增利的情况，吉利如此解释：芯片

短缺、 原材料涨价、 研发支出上

升。

财报还显示，2021 年吉利的

研发投入达到 55 亿元，同比增长

16.1%。 过去五年其研发投入共计

256亿元。

打磨技术的意义在于打破外

界关于“中国汽车产品集中在中

低端， 最大竞争优势就是性价比

高” 的固有印象。 在业内人士看

来， 吉利向雷诺提供技术代表着

中国车企科技输出的全新起点，

具有引领性意义。

“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

的新能源汽车市场， 而抢占了电

动化技术先机又得到智能化网联

化技术赋能的自主品牌车企，在

国内市场的占有率节节攀升。 本

轮重构将使汽车产业进入到生态

化发展的新阶段， 所有企业都需

要与各类伙伴进行广泛而灵活的

分工协作， 以各取所需、 取长补

短，并有效分担转型压力。 从这个

意义上讲， 吉利此番与雷诺的合

作也与产业发展的大趋势相符。 ”

刘宗巍说。

乘着智能化、 网联化发展趋

势的东风， 中国汽车品牌走出去

的版图正持续扩大。

目前， 奇瑞汽车在全球布局

了包括北美、欧洲、中东以及巴西

在内的全球研发基地， 共建了十

个海外工厂； 上汽集团在海外建

立了三大研发创新中心， 以及泰

国、印尼、印度、巴基斯坦四个生

产基地及散件组装（KD）工厂；长

城汽车也已在俄罗斯和泰国分别

建立了图拉和罗勇两家海外全工

艺整车工厂， 并收购了奔驰巴西

工厂……此外，比亚迪、蔚来汽车

等也已开始出口海外， 加速国际

化步伐。

“不过，还需强调的是，欲真

正渗透到发达国家的高端市场，

除了要让当地消费者了解中国制

造和产品技术优势， 还需在品牌

沉淀上下功夫，这是大众、通用、

奔驰等全球车企曾走过的道路。

因此，未来我国自主品牌应在‘不

断坚持向上发展， 争取全球消费

者青睐’方面持续发力。 ”王显斌

表示。

广告

吉利欲通过入股雷诺韩国，运用其现有汽车技术及研发水平在

韩国市场占据一席之地，并实现产品国际化的战略目标。 图为浙江

省湖州市长兴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吉利汽车长兴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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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一季度结束， 新作蓬

勃，老盘坚守，北京市场依旧呈现红

海竞争态势。激烈厮杀之下，中骏金

辉·未来云城以南城红盘、一期热罄

的姿态从市场中脱颖而出， 据克而

瑞一季度数据统计，中骏金辉·未来

云城销售金额 23.1 亿元，位列北京

一季度新房销售排行榜 TOP3；并凭

此业绩助力中骏以 29.71 亿元跻身

北京市场一季度房企权益金额榜

TOP5。

能够在以国央企为开发主力的

北京市场跻身领先梯队， 并以明星

项目姿态占据排行榜前列， 中骏金

辉·未来云城所依托的并不仅仅是

超越市场的产品力，更得益于“一体

两翼”战略基因下 TOD 模式造城的

差异化竞争优势。

承此热势，中骏金辉·未来云城

再赋新篇。 4 月 27 日，云城二期正

式获批预售许可证【京房售证字

（2022）62 号】， 区别于一期百平三

居，二期主打市面同样处于“缺位”

状态的建筑面积 120平方米区间功

能小四居。 建筑面积约 125平方米

全能四居新品载誉加推，从地块规

划到产品体验全面升级， 超高质

价比大师精装洋房为人居未来而

造。

城市生长·独立围合住区

二期地块整体位于一期东侧，

更靠近北京大兴高铁站及 4号线黄

村火车站，真正实现城轨交汇相融。

楼栋排布较一期全面升级， 将内部

空间最大化让渡于园林， 一方面将

楼间距所带来的观景视距极致化，

另一方面特殊角度无遮挡处理保证

了每室每户均可达到全时采光的居

住效果。

园境生长·丰盛生活沉浸

与一期地块位置不同， 二期园

区南北均有市政规划生活配套拱

卫。 南侧为文体医疗养老配套用地

成就未来生活主场， 北侧为市政规

划公园绿地，推窗即享 24小时沉浸

式鲜氧环绕。城市级园境相围合，丰

盛配套升级，助力未来生活。

空间生长·全能四居臻席

建筑面积约 125平方米全能四

居为经典“四叶草”户型格局，从空

间布局到高定精装， 整体仍呈现出

超越市场的高阶品质。

主体社交空间 LDK 一体化设

计， 约 4.15 米南向面宽引阳光入

室。 主卧套房约 3.5米面宽，在尺度

与功能的双重维度上全面进化居者

体验。北向双次卧与南向主卧分立，

动线互不干扰， 可依据家庭结构变

化而自由安排， 功能四房从容应对

代际成长需求。

独立入户玄关整体延展室内收

纳， 一处独立的消杀空间无疑是健

康的第一重保障。 其他精装细节方

面，承袭梁志天大师设计，在木石材

质选用、踢脚吊顶设计、色彩协调等

方面均延续一期的高品质， 整体成

就生活气息与新奢感受并重的主人

私属静界。

以市场稀缺为导向， 以经典基

因为基底，以大师品质为诚意，以区

域发展为未来，中骏金辉·未来云城

二期新作全面升级诚意献礼。 建筑

面积约 125 平方米全能四居，约

51000 元每平方米起，耀世加推，臻

席待藏。

二期加推 中骏金辉·未来云城全能四居新品待藏

深圳一季度实际利用外资大增

2022 年一季度，深圳实现全市

实际利用外资超 21 亿美元， 同比

增长 32%。数据显示，2021年，深圳

全市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接近 6000

家，同比增长超 30%。 目前，深圳已

汇集了来自全球超 160 个国家或

地区的企业，其中包括近 300 家世

界 500强企业。 深圳累计批准外商

直接投资项目超 10 万个。

据了解，自 2021 年《深圳市鼓

励跨国公司设立总部企业办法》出

台以来， 截至 2022 年 4 月底已有

包括沃尔玛、凯为医疗、港华投资

等两批共 35 家企业获得总部企业

认定。

2022 年 4 月底，深圳市商务局

就深圳市 2022 年利用外资奖励计

划（配套 2021 年省利用外资奖励

项目） 拟奖励项目进行了公示，共

有 14 个利用外资项目获得奖励，

合计奖励金额近 2.8亿元。

（刘泽玮 本报记者 赵琳）

河南启动网络招聘专项行动

5 月 16 日至 8 月 25 日， 河南

省启动 2022 年“百日千万网络招

聘专项行动”， 全力促进河南省高

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更加充分、更

高质量就业。

“活动由省本级 10 场线上活

动、 各省辖市 14 场招聘活动和各

地结合实际开展的 N 场活动组成，

打造‘10+14+N’的线上供需对接新

模式， 预计参会单位数在 3000 家

以上，提供岗位超过 20 万个。 ”省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有关负责人

介绍，活动期间，将根据不同重点

群体开展专题网络招聘会。 聚焦需

求量大、市场紧缺、发展前沿等领

域，发动适合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用

人单位开展各类专场云招聘活动，

实现精准对接。 据悉，河南各地还

将至少组织一场直播带岗活动，打

造“职”在河南直播带岗活动品牌。

通过企业负责人做客直播间、视频

连线、实地采访、直播互动等方式，

让求职就业更直观、更便捷，促进

精准匹配。

（刘莹珂 本报记者 刘建）

贵州省黎平油茶产业高速发展

近年来，贵州省黎平县深入推

进农村产业革命，将油茶产业确立

为特色林业产业“一县一业”的主

导产业，通过扩面、延链、建品牌等

措施推动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该县从种苗、基地建

设、油茶加工、品牌打造等诸多方

面推动油茶产业链建设，建成油茶

种苗基地 260 亩，年生产优质油茶

苗 800万株。 目前该县共有油茶加

工企业 5 家，年加工茶籽能力 2 万

吨。 其中，贵州久晟油茶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年加工油茶籽 10000 多

吨，集精油、茶皂素、茶粕有机肥于

一体精深加工， 产品主要销往广

东、浙江、福建等沿海一带，油茶产

业链进一步延长，产业效率进一步

提升。

此外，该县依托“黎平山茶油”

区域公共品牌， 主推绿色有机特

色，进一步提升产品在销售端的认

可度。 2021 年，油茶产业总产值实

现 6.5亿元。 （本报记者 谢忠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