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手车

李川刚完成一单不怎
么赚钱的生意，但他决定继
续在上面加码。他看到的前
景，是投资未来。曾经的自
行车大国正在向汽车大国
一路狂奔，中国的汽车保有
量截至2018年底已达2.4亿
辆 ，增 速 连 续 多 年 超 过
10%。李川所在的成都宏盟
二手车交易市场管理有限
公司，也靠东南亚市场打开
了一片新天地，交易量上升
至20万辆，年交易额累计
300亿元。

抢滩东南亚，成为不少
地区应对全球经济放缓趋
势的战略选择之一。数据显
示，成都对东盟出口430.2
亿元，占全市出口总额的
29.6%，成为成都第一大出
口目的地市场。这为成都拿
下上半年对外贸易增速副
省级城市中排名第一，打下
了基础。

突破\
三部门联合发文
鼓励二手车出口

有专家曾预测，到2019年，中国
将超过美国的2.53亿辆，成为全球
汽车保有量最多的国家。从现在的
发展趋势来看，这一目标将提前实
现。与此同时，汽车产销的高速增长
滋生了庞大的二手车市场。

不过，一直以来，与国内二手车
交易的辉煌战绩相比，它的出口交
易量显得尤为冰冷：零。

不只是成都，全中国的二手车出
口交易量都是零。直到今年4月底，商
务部、公安部、海关总署联合下发《关
于支持在条件成熟地区开展二手车
出口业务的通知》，鼓励二手车出口
并在全国首批启动10个试点城市，二
手车出口才撕开一个口子。

新成立的四川宏盟中拓汽车进
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成为
成都首批二手车出口试点企业，从
撕开的口子里尝试着探出脚步。

出发\
7月底首批40台二手车
从成都出发

李川还记得，去北京开会的日

子是5月5日，政策刚下来的几天，企
业就受邀去相关部委参加座谈。当
月，他立马去了柬埔寨考察当地的
二手车市场，并顺利与当地经销商
签约100台二手车订单。

7月底，首批40台总价值为50万
美元的二手车从成都出发，集装箱
里装着丰田威驰、丰田霸道、尼桑蓝
鸟、铃木北斗星、别克GL8、铃木雨燕
等九大品牌11个车系。它们将去往
柬埔寨市场，与来自美国和日本的
二手车竞争，进入柬埔寨人的家庭。

车型的搭配是有讲究的。李川
说，美国和日本在东南亚的二手车
市场上做了二三十年，当地人对这
些牌子的认知度比较高，除了当地
人熟知的美国日本品牌汽车，特意
给经销商搭配少量的国产车去试
水。更长远的目标，是市场接受国产
车品牌后，建立中国好车海外售后
独立品牌和商标，将二手车汽车全
产业链复制到东南亚，开展汽车销
售、汽车维修、汽车保险、汽车金融
等全链条服务。

至少在当下，出口二手车还不
是一门钱多速来的生意。李川算了
一笔账：目前柬埔寨国内二手车的
平均车龄为16-18年，销售价格平
均为2万美元/台，此次从成都出口
过去的车型均为10年以内，销售价
格预估约为3万美元/台，综合性价

比而言具有很大竞争力。但考虑到
国内采购成本和运输成本比较高，
在小批量出口的现状下，价格并不
占优势。他看中的，当然是以柬埔寨
为代表，背后的东南亚市场。

潜力\
在二手车市场上
东南亚的内需释放出极大潜力

东南亚是一块大蛋糕，在全球
经济衰退大潮来临时，它还是一个
避风港。

2019年进入最后一个季度，全
球经济衰退的征兆已经不再如年初
时那样具有争议。尤其是8月14日，
10年期美债收益率早盘一度比两年
期美债收益率低了2.1个基点，为
2007年以来的首次，让全球媒体都
听到了“经济衰退警钟敲响”。

美国制造业指数跌至10年低点，
欧洲同样不能从这场衰退中幸免：疲
软的德国制造业正在全面感受国际
贸易冲突所带来的影响，英国也正面
临自2007年以来最高的破坏性经
济衰退风险，最新官方数据还表
明，第二季度英国经济的增长率将
从第一季度的0.5%降至接近于零。

令许多人意外的是，东南亚却
是“洪水”到来时的“诺亚方舟”。根
据《2019亚洲发展展望报告》，东盟
地区国家今年的经济增长率预计为
4.9％，世界银行此前发布的《全球经
济展望》报告指出，东亚和太平洋地
区仍然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
区之一。经合组织发展中心此前发布
的一份报告认为，该地区稳定的劳动
力市场及海外投资有效促进了内需，
并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出口放缓。

在二手车市场上，东南亚的内
需 释 放 出 极 大 的 潜 力 。东 南 亚
GDP1.9万亿美元，人口超过6亿，人
均收入与中国持平；人均拥车率约
每千人44辆，与中国人均拥车率约
每千人154辆相距甚远。东南亚还是
全球第五大汽车市场，预计2020年
其汽车销量将达600万辆。其中越
南、菲律宾、老挝、缅甸、柬埔寨5个
国家是左舵汽车市场，这对于中国
二手车来说，有着天然的优势。而柬
埔寨等国家因不具备汽车生产能
力，且对汽车进口限制较少，成为李
川首要突破的区域。

李川介绍，首批出口主要是为
打通物流和清关流程，预期的销售
模式分3种：一是在海外建立中国
制造的二手车汽车交易市场，二是
与当地经销商合作接收订单，三是
放在当地的电商平台上售卖。上个
星期，李川再次去了缅甸和老挝，
准备为出口二手车敲开这两个市
场的大门。

市场
观察

东南亚，或许国内市场过剩的
另一个出口。

当汽车被定义为消耗品时，随
之而来的就是快捷的更新换代速度
和巨大的二手车市场。2019年国内
二手车供应量约6000万辆，需求量
仅约3000万辆，占比50%。二手车出
口成为产能转移和消费升级的一个
新的增长点。据测算，非洲、东南亚、
俄罗斯二手车年进口市场需求约
551亿美元。

成都抢占外贸先机

港口业务也面临着同样的转
向。面临国内港口业务增速下滑的
中远海运港口，近年来不断加大在
新加坡这一战略枢纽上的投入。
2019年1月，新加坡中远—新港码
头在该地区新增2个泊位。董事会
主席张为表示，随着国内环保、人
力等要素的成本增长，制造业向东
南亚地区转移的趋势是确定的。另
一国内大型港口运营商招商局港
口，也已明确将东南亚及南亚门户
港作为重点的跟进投资目标。

上半年进出口增速的城市冠
军成都，也把上涨的原因归功于东
南亚市场。日前出炉的城市经济

“半年报”，15个副省级城市中，成
都以GDP8.2%的增长率，在副省
级城市中位列第一，外贸数据也前
所未有的亮眼。今年1-6月，成都
实现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2614.5
亿元，同比增长21.5%。累计进出口
总额和增速分列副省级城市排名

第6位和第1位。其中，成都对东盟
出口430.2亿元，占全市出口总额
的29.6%，高于对美国出口占比5.9
个百分点，东盟已一跃成为成都第
一大出口目的地市场。

打造“海铁联运航线”

目前的问题是：樱桃好吃树难
栽。李川认为，即使现在出口二手
车的价格在收购价的基础上翻倍
卖，也没怎么赚钱，如果要与美国
车日本车等成熟市场来竞争，还需
要国家出台相关出口退税政策，降
低企业综合出口成本，增强出口产
品竞争力。

在物流成本上，首次出口的一
批二手车是搭乘的全国首个二手
车出口国际专列，将以成都青白江
铁路为中心，以广西钦州港为辅，
建立二手车出口物流枢纽中心，打
造“海铁联运航线”，开设非洲、东
南亚的定期国际船次，降低整体物
流成本。李川希望下一步是建立区
域航线，连接沿海的出口码头，形
成有效集聚，扩大规模效应，提高
物流议价能力。

8月15日，国家发改委下发《西
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自成都
经泸州（宜宾）、百色至北部湾出
海口的西部陆海新通道，令深居
内陆的成都终于有了出海口。李
川的二手车出口市场，或许将借
此做大。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钟茜妮

价格翻倍卖价格翻倍卖，，却没怎么赚钱却没怎么赚钱？？
业内：还需国家政策配套

今年4月底，商务部、公安部、海关总署联合下
发《关于支持在条件成熟地区开展二手车出口业
务的通知》，鼓励二手车出口并在全国首批启动10
个试点城市，二手车出口撕开了一个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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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供应链？
物流、产业链、价值链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
现代供应链研究院院长蔡进介绍，供
应链本质是创新供给体系，优化供给
质量。发展现代供应链必然要以供给
侧驱动，完善供给体系，培育经济发展
新动能。

供应链不仅仅是城市战略。蔡进介
绍，当前，我国供应链新动能逐步发力。
2018年，商务部等7部门与中物联开展
了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工作，包括成
都在内的55个城市列入试点城市。

许多国际商业巨头，带来成熟经
验。1962年，一家不起眼的小杂货店出
现在美国。外观平平无奇的小店，在数
十年后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连锁零售。
它就是今天的沃尔玛。在经济学家们看
来，沃尔玛从诞生之初便开始苦心经营
的一套高效、先进的供应链管理系统，
本质上就是一家供应链运营公司。

成都也有这样的“甜头”。去年4月

15日，成都全球生物医药供应链服务
中心揭牌，这是成都立足全球打造的
医药供应链枢纽，也是构建生物产业
生态圈的重要组成部分。成都将打造
国内第一个聚焦生物医药产业的“管
家式”全链条服务体系。

如今，这样的体系将延伸至“5+
5+1”产业体系，目前协会已有会员近
百家，工业制造业会员占30%、商贸服
务业占40%，物流、金融、科技、咨询等
相关企（事）业主体占30%；协会旨在
搭建数字供应链协同合作交流平台，
助力西部产业能级提升与降本增效协
同发展。在蔡进看来，供应链提升产业
链，而产业链带来价值链。

为什么是现在？
西部陆海新通道机遇

在蔡进看来，成都在航空枢纽、铁
路枢纽和对外通道建设方面实现了跨
越式发展，走在全国内陆城市前列，但
是在供应链服务行业还尚未形成产业
规模，政策环境、市场环境以及供应链

人才、技术和国际化资源聚集等配套
环境还有待进一步优化和提升，离打
造全球供应链枢纽城市的目标还有很
长的距离。

对成都来说，目前就是机遇——此
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西部陆海新
通道总体规划》，提出在成都建设一条
经泸州（宜宾）、百色至北部湾出海口的
西部陆海新通道，与重庆的另外两条通
道共同形成西部陆海新通道的主通道。

在西南交通大学物流研究院院长
张锦看来，这带给成都打造供应链的机
遇，“成都是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国际
门户枢纽城市，要实现新经济领域跨越
式发展，就要更加重视和更好发挥现代
供应链在推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开
放型经济发展的支撑和保障作用。”

四川省口岸与物流办公室主任吴
舸在会上强调，供应链协会是实现企
业聚集、产业协同，实现集约化、规模
化发展的重要平台。成都市供应链协
会的成立必将对供应链的管理起到规
范、指导和推动的作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成都二手车抢滩东南亚
打开6亿人市场

成都外贸增速副省级城市排名第一
这个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功不可没

发力供应链新动能
成都成立供应链协会

一把咖啡原豆变身一
杯“星巴克”，需要19个不
同国家提供原料。星巴克是
如何成功的？经济学家给出
的主流答案是：一个全球、
单一的供应链。不仅仅是星
巴克，苹果、沃尔玛、亚马逊
以及国内的阿里、京东都可
以被看做是一家供应链企
业，企业的成功秘诀之一，
是整合了多方供应商，依据
消费者的需求而快速反应，
最终制胜。

在成都，也将有越来越
完善的供应链体系。9月10
日，成都市供应链协会成立
大会暨2019成都国际供应
链与物流技术装备博览会
推介会举行。现场，成都市
供应链协会揭牌，并成立生
物医药、供应链金融两个专
委会。

7月25日，四川（成都）二手车出口国际专列出发

星巴克门店 图据东方IC

第一的
秘密

为什么是
东南亚？

在二手车市场上，东南
亚的内需释放出极大的潜
力。东南亚GDP1.9万亿美元，
人口超过6亿，人均收入与中
国持平；人均拥车率约每千
人44辆，与中国人均拥车率
约每千人154辆相距甚远。东
南亚还是全球第五大汽车市
场，预计2020年其汽车销量
将达600万辆。

为什么是
二手车？

至少在当下，出口二手
车还不是一门钱多速来的生
意。李川算了一笔账：目前柬
埔寨国内二手车的平均车龄
为16-18年，销售价格平均
为2万美元/台，此次从成都
出口过去的车型均为10年以
内，销售价格预估约为3万美
元/台，综合性价比而言具有
很大竞争力。

带来的
启示

星巴克
沃尔玛
亚马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