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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徐留平自1988年
6月参加工作，在兵装集团工作
将近 30 年时间。2007 年徐留
平接任长安汽车董事长一职，
至今刚好十年。在这十年里，
在徐留平的带领下，长安汽车
不仅在销量上连续十年实现了
中国品牌汽车销量第一，凭借
着自身强大的研发能力，其自
主品牌板块已处于业内领头羊
地位。

长安汽车取得如此辉煌的
成绩和并非汽车行业出身的
徐留平对于汽车行业“天然”
的热爱不无关系，徐留平曾表
示，干汽车行当太有意思，没
哪个行业像汽车行业对一个
人、特别是一个男人有这种吸
引力。而长安汽车的团队也
是徐留平的情怀所在，所以当
2016 年徐留平调任一汽的消
息一出来，长安汽车就第一时
间发出公告辟谣。

但此次第二次传徐留平将

北上调任一汽，这次长安没辟
谣，而且消息很快就得到了中
国一汽官方的确认，动作如此
迅速也看出了一汽在自主品牌
真的已经回天乏力，急需徐留
平这种敢打敢拼的领头人带领
着走出困境。

对于一汽而言，自主品牌
一直是多年来发展中的硬伤，
在各大汽车集团自主品牌板
块纷纷有起色的时候，一汽这
方面更显乏力。而徐留平是
一个敢想敢干的人，此前在他
上任长安不久，就提出了坚持
推动长安从单一微车制造商
向自主轿车制造商转型的战
略，投入重金打造“五国九地”
研发模式，终在2014年初见成
效并与2015年达到巅峰，长安
一度成为自主车企学习的标
杆。毋庸置疑，徐留平的管理
能力和对自主汽车的发展思
路在方向上是正确的，这或是
上层选择徐留平入主一汽的

原因。
作为共和国的“长子”，弟

弟妹妹们（长安、广汽等）都成
长起来了，这个老大哥却失去
了以往的威严，红旗品牌更是
成为了一汽心里解不开的疙
瘩，只能出现在阅兵式上的红
旗，并没有很好地完成它的使
命，国民更希望有一个真正强
大的有归属感的“红旗”品牌出
现在市场中。

除了红旗品牌外，一汽旗
下的自主品牌近年来都跌跌撞
撞，销量惨淡，相比长安汽车的
风光无限，这种失衡状态是国
家领导人不希望出现的，一汽
能否再次站起来，就得看接下
来的十年。

今年53岁的徐留平可谓年
富力强，从年龄和经验都是国
内不多的几个适合改革一汽的
有力候选人，由此看，徐留平接
任一汽集团总经理可以说是最
佳人选。

青年报 程元辉

自2009年开始，中国汽车
市场进入飞速发展期，为二手
车、金融及其他汽车后市场带
来巨大发展空间和增长潜力。
J.D. Power研究显示，随着越来
越多的汽车金融公司进入市
场，消费者对贷款购车的接受
度提高，汽车金融进入发展的
快车道。相比于新车金融36%
以上的渗透率，中国的二手车
金融的渗透率仅为8%左右，发
展速度较慢。二手车电商进场
普及的过程中，带动二手车交
易的同时，也在积极的布局二
手车金融业务，二手车金融是
二手车交易的重要基础设施，
一方面，二手车金融有利于拉
动交易，另一方面，二手车金融
业为企业带来丰厚的收益，以
瓜子二手车为例，其于2015年
底开始布局二手车金融，围绕
交易场景提供金融服务，目前
在主要城市的金融渗透率超过
20%，远高于行业渗透率，此外，
金融业务为每一单交易至少带
来5%的营收。

据央行发布的《2016年度
中国汽车金融公司行业发展报
告》显示，2016年我国汽车金融
市场规模已超过7000亿元，市场
规模还在以每年25%的速度持续
扩张。同时据网贷之家发布的
《2016互联网汽车金融白皮书》

预测，2018年我国互联网汽车金
融总规模可达1.85万亿元。

新车金融业务目前非常普
及，而二手车金融的发展却并
不乐观。二手车一车一况，由
于缺乏对车况的精准把握，没
有根基盲目布局二手车金融让
不少金融机构风险变高。根据
一些二手车金融公司提供的数
据，由于中国二手车诚信基础
差，相比新车金融，二手车金融
的风险是新车的4倍。

随着二手车业务的爆发式
增长，用户对于二手车金融的
需求也越来越大，来自瓜子二
手车的数据表明，50%以上的瓜
子用户都有贷款需求。与此同
时，德勤发布的《2015 中国汽
车金融白皮书》显示，由于消费
主体年轻化，他们对于汽车按
揭贷款、融资租赁等模式的接
受度更高，而且越来越多的消
费者将车贷产品的丰富度和灵
活性视为购车的一个重要考量
因素。

依托于交易这个场景，瓜
子二手车在布局金融时游刃有
余。瓜子二手车完善了行业对
人的信用风险的评估以及对车
的估价。其中，在对人的信用
风险评估方面，瓜子二手车的
额度秒估是个很好的应用体
现：打开瓜子二手车APP，根据
提示输入三四项个人信息，瓜
子二手车会在毫秒级时间内给

出用户购买二手车可以获得的
贷款额度。在对车辆信息的估
价方面，应用了FinTech技术的
瓜子二手车从多维度数据入
手，实现了将二手车这种非标
产品进行精准定价的结果。

二手车金融业务的扩大发
展，需要与交易场景深入契
合。基于用户日益旺盛的需求
及场景化的交易，瓜子二手车
在成立不久便推出金融贷款服
务，目前已经形成“1+1+1”的
产品矩阵——自有产品+成熟
合作伙伴定制化产品+个性化
创新产品。依托丰富的产品矩
阵，基本上大部分的用户都可
以根据自身资质及需求，享受
到更个性化的金融服务。

二手车金融健康稳健发展

也拉动了二手车交易。与此同
时，国务院等多个部门发文活
跃二手车市场，并积极推进二
手车税收政策、临时产权政策
以及金融扶持政策，让二手车
市场的活力不断地释放。这让
业内也对二手车金融的发展持
乐观态度。中国汽车流通协会
会长沈进军认为，随着政策环
境改善、行业诚信不断提升，二
手车市场将进入发展的快车
道，风口已经到来。

瓜子二手车CEO杨浩涌表
示，金融业务是瓜子二手车最
重视的业务之一，瓜子金融对
瓜子来说相当于蚂蚁金服对淘
宝的意义，在未来，瓜子二手车
将进一步提高金融产品的丰富
度，完善用户的使用体验。

上汽通用德科配件
再推五款重磅新品

7月27日，上汽通用汽车德
科配件今日起正式向市场推出
5款重磅新品，不仅有全新开发
的蓄电池、机油、防冻液，还包括
德科分别与固特异和耐克森合
作销售的轮胎产品。上汽通用
汽车德科品牌自去年年初投入
运营以来，秉持“行家智选”品牌
理念，积极响应市场对售后配件
的多元化、多层次需求，扎实推
进产品线覆盖及网点布局，市场
销售迅速攀升。今年上半年，德
科累计完成销售同比增长高达
190%。德科配件推出的5款新
品将有力增强自身产品线的竞
争优势，更好地满足用户对高品
质、高保障配件的需求，为品牌
业务拓展提供强大推动力。

此次上汽通用汽车德科配
件推出的5款新品，皆为售后市
场需求旺盛的主力产品。其
中，德科全新开发的 AGM 蓄电
池，特别针对发动机起停系统
设计，为发动机频繁的停机和
启动，以及停机期间电子设备
的使用提供强劲可靠的电力。
新一代德科长效型防冻液，采
用纯有机型添加剂配方，为铝
质发动机提供特别保护，具有
优秀的高稳定性和硬水的高容
忍性，以及良好的防沸及防冻
功能，能有效防止发动机内部
腐蚀和结垢，可提供5年/ 25万
公里的长效保护，并有-25度／
-35度／-45度产品可供选择,
满足各类消费者需求。德科高
端全合成机油 0W40，具有更优
异的高低温性能，给引擎带来
绝佳的保护。

作为上汽通用汽车前瞻布
局独立售后市场的重要举措，
上汽通用汽车自2016年正式承
接德科品牌，即确立了短期至
长期的全车系产品开发策略，
致力于全方位车型覆盖和产品
质量保证。依托上汽通用汽车
的全球采购体系及泛亚汽车技
术中心的研发认证优势，德科
以严格的标准和流程进行供应
商管控和产品开发，着力提升
产品质量。与此同时，德科还
聚焦前瞻性配件开发，比如刚
刚上市的AGM蓄电池，正在开发
中的专用接口雨刮、性能全面
升级的滤清器以及适应不同车
型制动系统的刹车片等，力求
全面满足不同车主的差异化需
求。预计在今年年内，德科品
牌将推出多达 20 个系列的新
品，保养件产品线车型覆盖率
可全线提升至50%以上，包括雨
刮、刹车片等部分产品线的覆
盖率可达到70%以上。

除了大力开发新品、完善质
量控制，德科品牌始终紧盯市
场，积极开拓。上半年已促成与
美孚、德联车护在内的多个销售
渠道的全面合作，并开始通过各
类支持项目帮助经销商开拓及
发展优质合作终端，为上汽通用
汽车在独立售后市场的前瞻布
局以及新业务拓展提供了有力
支持。 青年报 程元辉

徐留平调任一汽，重整自主品牌

二手车业务爆发 用户贷款需求大增

8月2日上午，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
公司召开中层以上
管理人员大会。中
共中央组织部副部
长高选民同志宣布
了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中国第一汽车
集团公司主要领导
变动的决定：徐留
平同志任中国第一
汽车集团公司董事
长、党委书记，免去
其中国兵器装备集
团公司董事、总经
理、党组副书记职
务；徐平同志任中
国兵器装备集团公
司董事长、党组书
记，免去其中国第
一汽车集团公司董
事长、党委书记职
务。 青年报 孙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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