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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说被中国“黄牛党”坑了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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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个人融资常遭遇融资难、融

资贵。 成都快贷投资有限公司能实现

30分钟内从45家合作银行中为客户匹

配最合适的融资方式， 银行贷款利息

低至5厘，最快一天放款。读者可前往

位于金牛区西安中路47号的快贷中

心，也可拨打热线66623666咨询。

银行贷款利息低至

5

厘，放款快

在快贷中心， 多名客户正听公司

业务主管讲解最新银行政策。据了解，

合作银行专为快贷中心配备了放款额

度，能保证顺利放款。同时，中心还推

出低于同期银行利率20%、最低至5厘

的贷款利息， 品种有随借随还、5年先

息后本，住宅可放大150%、商铺可放

大100%。 中心会根据客户实际情况，

在45家银行中设计匹配出最佳贷款方

案，最高可贷到150%。

贷款品种多样，最快当天到账

需要资金的人如有按揭房、车，在

该中心当天能拿到钱， 最高额度可达

200万元，且不需做任何抵押。该中心

也可帮助客户获得短期应急贷款，有

速度快、额度高等特点，最快半小时放

款，额度最高可达评估价的100%。

按揭房、按揭车也能贷，手续简单

快贷中心业务部门负责人介绍

说，按揭房贷款只需提供身份证、购房

合同证明和稳定工作凭证， 可享受由

快贷中心提供的专业团队担保服务，3

天就能拿到贷款。 做杂货生意的周先

生希望扩大门店，打通快贷VIP热线：

028-66623666，他当天下午就凭借按

揭车手续贷了30万元。

平行进口车商说：

原本预订7台，

放弃定金退了5台

来自中国进口汽车数据库的数据

显示，2014年特斯拉全年海关进口量为

4800辆，截至2014年底，全国上牌量仅

为2499辆。而从特斯拉内部人士传来的

消息，2014年特斯拉美国总部对中国区

下的销售任务是5000辆。

根据美国汽车行业追踪机构Motor�

Intelligence统计，2014年特斯拉在美国

共销售出1.875万辆。 可见，2014年特斯

拉在中国的销售成绩确实可以用 “惨

淡”来形容，马斯克的不满也可以理解。

而在进入中国市场初期，由于特斯

拉采取的是网络直销方式，并无4S店存

在，因此马斯克口中的“黄牛党”，应该

是指那些专卖美规车和平行进口车的

经销商。成都商报记者近日专程走访了

成都机场路附近数家美规车经销商，了

解到的情况表明，马斯克的“黄牛党”

言论确实有一定根据。

据机场路一家大型平行进口车经

销商总经理表示， 特斯拉刚宣布入华

时，经销商的积极性确实很高，“就像i-

Phone6上市之前炒货一样。” 这位总经

理告诉记者，“都想的是买来之后加价，

趁机赚一笔。”不过很快，在稀罕劲过了

之后，消费者很快发现特斯拉的诸多问

题：充电桩少、各种软件故障、冬天续航

里程缩短……纯电动车的弊端逐渐展

现出来之后，买的人就少了。

为减少损失，很多经销商不得不取

消订单，情愿不要定金，也不提车了。据

这位总经理透露， 他自己原本预订了7

台特斯拉Model� S，艰难卖出两台后，退

了剩下5台。而据他了解，成都大多数美

规车及平行进口车经销商均有5~8台的

订单，最后的退订量大概在60%左右。

此外，特斯拉自身的产品规划问题

也是很多订单取消的原因之一。特斯拉

引入中国市场的第一款车是Model� S，

仅仅半年多后，就传出即将引进性能更

强的Model� S� P85D车型的消息。 很多

在网上已经定了Model� S的客户纷纷取

消订单———毕竟买特斯拉的客户以懂

车的玩家居多，谁也不愿意自己花大价

钱买来的“玩具”很快就过时了。

在去年这个时候，特斯拉真是风光无限。

这家生产纯电动车的美国汽车企业自

2013

年

宣布进入中国市场以来，就顶着“未来科技”的光环

备受关注。首批新车交接仪式上吵闹的会场、几近

失控的秩序、哄抢车钥匙的人群，以及随后首批车

主频频将自己的特斯拉租给开发商参加各种“巡演”、动辄

10

万元的“出场费”，这些都让特斯

拉

CEO

埃隆·马斯克（

Elon Musk

）认定，中国将成为特斯拉最重要的海外市场。

然而，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特斯拉陆续传出一些“坏消息”：高层变动频繁，中国区总经理

郑顺景、中国区总裁吴碧瑄、中国区市场总监金俊先后离职；未完成在中国市场的销售任务，

库存高企等。一时间外界有些看不清楚，这家公司到底发生了什么。

近日，正在中国频繁沟通各方关系的马斯克在接受采访时终于揭秘，特斯拉去年在中国

销售遇冷，竟然是因为“黄牛党”搅局！马斯克解释说，在刚刚进入中国市场时，投机者和“黄牛

党”造成了市场需求“极高”的假象。后来，由于市场情况发生变化，部分投机者取消了订单，导

致库存大幅增加。

那么，特斯拉真的是被中国的“黄牛党”坑了么？成都商报记者就此展开了调查。

在经历了令人失望的2014年后，

特斯拉在2015年终于迎来了好消息。

特斯拉CEO马斯克日前在出席博

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期间向媒体表

示，特斯拉3月份在中国市场的销量较

2月份增长130%~150%。此前，市场研

究机构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2月份，

特斯拉在中国的注册上牌量为260辆。

而这得益于诸多因素：2月份销量基数

较低，Model� S� P85D车型开始交付，

以及今年一系列在华市场策略的转

变，如在成都推出上门维修保养服务。

不过， 特斯拉要想在中国复制在

美国、欧洲的成功，显然还面临着重重

考验。首先，充电桩的建设速度仍然难

以令人满意， 特别是对偏远地区及三

四线城市的覆盖不够；其次，需要加快

建设高速路网沿线的充电桩， 这样车

主才能放心将车开往远方；第三，必须

降低价格，让更多消费者买得起。

不过，对于第三点，大家也许很快

就能看到改变。 马斯克日前在接受新

华社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 特斯拉有

望在3年内实现中国本土生产。

其实，特斯拉何尝不知道充电网络

的建设，是纯电动车推广的重中之重。

自2014年初入华以来， 特斯拉就

积极和各商业体、楼盘、国有企业、银

行合作， 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充电网络

建设工作。2014年9月初， 特斯拉联合

成都仁恒置地， 推出了西南地区第一

座超级充电站，包括地上4个超级充电

桩和地下3个目的地充电桩。 此后，特

斯拉陆续在联通天府营业厅、 成都香

格里拉大酒店、 重庆悦榕庄等高端场

所布置充电设施。

在成都香格里拉充电桩揭幕仪式

上，特斯拉西区大区经理柯欣表示，特

斯拉在整个西南区的重要城市均有充

电桩建设，截至2014年底，已经能够满

足各中心城市之间的出行需求。

不过， 成都商报记者调查发现，成

都市区已经投入使用的特斯拉充电桩

使用频率不高。今年2~3月份，记者陆续

走访了仁恒置地等几个已经建成的特

斯拉充电桩，发现多数时间均为空置状

态，并没有特斯拉的车辆来这里充电。在

成都香格里拉大酒店， 记者两次均发

现，原本规划的地下3个特斯拉充电桩

停车位，都被非特斯拉车型占据，询问

酒店保安， 保安表示平时很少有特斯

拉来充电，所以才让别的车型停放。

首家租赁公司说：

刚出生就夭折，

因为租车客户难充电

在特斯拉风头最火的去年7月份，

成都一家实力经销商与浙江宝润低调

合作成立了四川宝润特斯拉租赁公司。

后经媒体披露， 该公司负责人表示，当

年8月份就有第一批10台特斯拉以租赁

形式供消费者使用。

然而，大半年过去后，不仅该公司

的特斯拉租赁业务并没有如期展开，就

连这家租赁公司也“夭折”了。昨日，记

者也从该公司负责人处了解到，导致租

赁公司夭折的最主要原因是，特斯拉公

司原本承诺在成都大规模设立超级充

电桩的计划没有很好地展开，“这么长

时间过去了，还是只有那几个。而租车

客户自己家庭装超级充电桩成本太高，

充电桩跟不上，就没有人敢租车。”

前述负责人表示， 公司夭折后，原

本进回来的几台特斯拉已经进行了处

理销售，只剩下一台，干脆留在那家合

资经销商的公司作为公用。

“黄牛党”说：

省20万以为捡到便宜，

结果69.2万的车砸手里

在进入中国市场的最初半年，特斯

拉带来的关注度是其他任何汽车品牌

无法比拟的。

2014年上半年，成都多个楼盘开业，

几乎场场开业典礼都看到特斯拉的身

影。据了解，这些参展的特斯拉均为私人

所有， 车主以5万~10万元的价格租给开

发商布展，一般半年时间就能赚回车价。

据一位当时租过特斯拉搞活动的房产商

代表告诉记者， 特斯拉摆展的效果特别

好，较以往能吸引2~3倍的自然人流。“大

家觉得稀奇，都来看，跟10年前成都人万

人空巷追逐法拉利一样有一拼。”

不过，这一年多以来，特斯拉似乎

陷入了“布展专用车”的怪圈，看的人

多，买的人少。成都商报记者在机场路

一家平行进口车经销商处看见一辆红

色的特斯拉Model� S，谈到这辆车，总经

理张先生一脸苦笑。他摇着头说：“这都

成我们的‘镇店之宝’了，摆这里半年

了没卖脱，估计还要继续摆下去。”

据张先生介绍， 这辆Model� S是去

年10月份从另一家经销商手头接过来

的，中国行货，高配，带空气悬挂、真皮

座椅、全景天窗。该车原本的购置价为

89.2万元， 之前那家经销商称因为资金

问题，降价20万元转手，张总想降了那

么多，买来肯定多少有赚头。

但现在， 这辆特斯拉在店里已经放

了半年了，大大小小车展、活动参加了十

几次，根本卖不出去。现在张总以69.2万

元的价格平推，自称一分钱都不赚，相当

于比官方售价降了20万， 还享受8年质

保，希望能把这辆“便宜货”转让出去。

充电难题

前景展望

快贷———帮您快速贷款

贷款利息低至5厘

特斯拉称积极建设充电网络

记者调查发现在蓉使用率低

3月份销量增长约130%

特斯拉中国仍任重道远

成都商报记者

夏厦 刘逢源

“镇店之宝”特斯拉

Model S

，在展

厅放置半年也乏人问津

陌陌等IT企业涉黄被查处

4月2日，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

通报了“扫黄打非·净网2015”专项行

动第一批案件查处情况。

据介绍， 此次包括网易云阅读栏

目传播淫秽色情信息案、 百度手机客

户端小说栏目传播淫秽色情信息案、

陌陌传播淫秽色情信息案等3起案件。

其中， 经监测和鉴定，“陌陌群组”、

“陌陌吧”栏目中有41种图片、视频等

内容属淫秽色情互联网出版信息。3月

13日，有关部门对该公司作出警告、罚

款人民币60000元的行政处罚，并要求

其立即落实整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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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 王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