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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震重挫汽车业
克莱斯勒或再“受伤”

小张在筹划着买一辆车，询问
了几家克莱斯勒的 4S 店，都被告
知，国产的铂锐和 300C 都没货，
已经停产了。销售人员推荐他买进
口的 PT漫步者，价格是 19.8万元，
有优惠活动，但是需要到店面详
谈。而在另一个店里小张被告知，
进口的 PT 漫步者货源紧张，只有
一辆蓝色的现车。

小张开始略微感受到了日本大
地震对汽车产业造成的影响。

汽车业产能下挫 30%
3月 11日，发生在日本东北部

的 9级大地震震惊了全世界。大地
震迅即引发大海啸和核泄漏所造成
的破坏和影响超乎人们所能想象。
一个多月过去了，大地震和一系列
的次生灾害仍然对日本乃至全世界
产生破坏和危险，杀伤力仍在不断
的蔓延。

这次灾难不只是夺走了数千人
的生命，导致 2万多人失踪，它对
日本的汽车业、电子业和农业造成
的打击尤为沉重。
日本东北部集中了日本汽车和

核电生产。地震后短短的几天时间
里,宣布停产的日本汽车厂商多达
30 家以上 ,日本的汽车生产基本陷
于停顿状态，几大汽车零部件厂商
也相继停产。据高盛集团此前估
计，丰田汽车日本部门停止运营造
成的利润损失每天就可能高达 7500
万美元。
由于日本处于全球汽车产业链

的上游，虽然日本已经将国内制造
业装配工厂陆续转移到海外，但高
附加值的零部件厂、生产设备厂、
研发中心等仍然在日本国内，日本
在全球汽车产业链中仍然占据至关
重要的地位。
灾难面前没有赢家。如今全球

经济一体化日趋紧密，日本大地震
对汽车行业的影响通过全球产业链
日趋放大，波及到世界各个角落。
由于日本提供的汽车零部件的短
缺，全球各大汽车生产厂商开始减
缩生产行为。
专家表示，4 月中旬开始，地

震对汽车产业的杀伤力会更加明显
地表现出来。

零部件危机蔓延全球

自日本“3·11”地震发生以
来，不断传来世界各大汽车生产厂
商停产减产的消息。据 IHS Auto原
motive Insight发布报告称，到 4 月
中旬，零部件短缺会更强烈，在最
坏的情况下，全球汽车产量可能骤
减 30%。

近年来，日本国内汽车市场疲
软不振，日本已经陆续将国内制造
业装配工厂陆续转移到海外，但高
附加值的零部件厂、生产设备厂、
研发中心等仍然集中在日本国内。
《华尔街日报》称，日立公司制造的
空气流量传感器占世界总供给的
60%，这家工厂停业，全球汽车制
造商都会受到影响。

IHS 公司副总裁迈克尔·罗比
内特 （Michael·Robinet） 曾表示，
如果受地震影响的零部件工厂无法

在 6周内恢复生产，那么全球汽车
日产量可能会减少 10 万辆之多。
他说，全球汽车日产量通常为 28
至 30万辆。
据盖世汽车网报道，日本丰田

汽车公司日前宣布，由于地震导致
的零部件短缺，丰田美国工厂的生
产将继续放缓，因此难以达到 2011
年在美国市场的汽车销量目标。丰
田汽车公司表示，从 4月 26日到 6
月 3日之间，丰田位于北美的所有
工厂仅能维持正常状况下 30%的汽
车产量，工人的轮班时间将大幅度
缩短。

此次大地震对汽车产业的重创
从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据了解，日本汽车生产商一直

采用“高信息化+低库存配件”管
理体系，这种系统要求组件和半成
品运抵主厂房后，很快组装成汽
车。“零库存”一直是日本汽车行
业的骄傲和制胜武器之一。据相关
数据显示，日本零部件只可满足一
天左右的生产。然而大地震和海啸
对这种生产模式造成了致命的打
击。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此次灾

难的影响是深远的，这不是对日本
汽车企业，而是对整个汽车产业造
成负面的打击。”汽车咨询专家张
志勇表示，地震造成日本交通和物
流体系的瘫痪。地震发生后，美国
权威机构汽车团总裁维拉格表示，
日本主要港口都被关闭，各大港口
现都忙于救灾，如果零部件出口被
延迟，北美汽车生产也将减速。

日本是世界第二大钢铁生产国
和出口国，专家分析，地震导致日
本的钢铁产量下降和出口减少，对
不少汽车生产商来说都有一定的影
响。

克莱斯勒再次“受挫”

在这场波及全球的汽车产业重
挫中，初步呈现全球复苏迹象的克
莱斯勒也未能幸免。紧急寻找应对
之策成为克莱斯勒生产商和经销商
的当务之急。

3月底，日本地震引发的汽车
产业停工潮开始波及到美国。3 月
21日通用汽车公司宣布，由于日本
汽车零部件工厂在地震后大量停
工，导致进口汽车零部件短缺，通
用位于美国纽约州布法罗的工厂将
被迫减产并暂时裁员。该公司位于
路易斯安那州的一家汽车组装厂也
暂时停工。同一天，美国的福特和

克莱斯勒汽车公司表示，他们的生
产目前仍保持正常，但是密切关注
事情的发展。

美国克莱斯勒集团当地时间 4
月 5日宣布，集团计划在旗下的部
分组装工厂削减员工的加班时间，
以应对日本大地震和海啸灾害而
引发的汽车零部件供应短缺问题。
据了解，这次削减加班时间的

工厂分别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宾
顿市和墨西哥境内的托卢卡市。其
中前者主要负责道奇挑战者、道奇
Charger以及克莱斯勒 300轿车的组
装生产任务，而后者则是道奇旅程
以及菲亚特 500 汽车的生产地之
一。

克莱斯勒发言人当地时间 6日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克莱斯
勒的生产安排并未因日本地震和海
啸灾害的影响而被打乱，我们做出
削减加班时间的目的在于，尽量维
持集团的零部件库存量，同时也尽
可能地减少日本地震海啸灾害对生
产造成的负面影响。”

而此前，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曾
宣布，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 (On原
tario) 的温莎 (Windsor) 工厂因出
现汽车零部件短缺目前已经关闭，
停产将持续一周时间。克莱斯勒汽
车公司在声明中表示：“温莎工厂
的停产是由于零部件供应短缺引起
的，而该短缺现象同‘3.11’日本
特大地震并无关联。”

业内分析人士告诉本报记者，
尽管克莱斯勒声称，工厂减少加班
时间和停产跟日本地震没有关联，
但可以肯定是受供应链断裂或拉紧
的影响。

据了解，克莱斯勒与零部件供
应商之间的复杂关系，对克莱斯勒
汽车公司的运营产生过不小影响。

2008年 2月初，汽车零部件供
应商美国四大塑料产地之一 Plas原
tech Engineered Products Inc申请破
产，无法继续供货。克莱斯勒因为
紧急储备汽车塑料部件不足，关
闭了北美的 5 家整车总装厂 ,而同
为该供货商客户的通用汽车、福
特汽车和丰田汽车公司当时并未
受任何影响。

2009 年 2 月，因为克莱斯勒
拒绝全部偿还货款，法国汽车零
部件供应商佛吉亚将克莱斯勒告
上了法庭，要求克莱斯勒赔偿 1.1
亿美元的损失。佛吉亚在诉讼文
件中称，克莱斯勒没有按时按量
支付佛吉亚为克莱斯勒 4 款车型
内饰等部件的开发和供应成本。
这 4 款车型包括克莱斯勒铂锐，
克莱斯勒 PT 漫步者，道奇 Nitro
运动型多功能车和道奇 Caliber 掀
背车。据了解，此前克莱斯勒还
与德纳、江森自控等供应商发生
过官司。

2009年克莱斯勒申请破产。该
年 5月底克莱斯勒公布的一份供应
商债权人名单，共有 160多个零部
件供应商。

货源紧张 中国市场涨价

记者调查走访数家克莱斯勒汽
车 4S 店得知，国内市场克莱斯勒
汽车开始出现货源紧张的状况。

数家 4S 店销售人员均告诉记
者，国内停产的克莱斯勒铂锐和克
莱斯勒 300C 车型早已没货。而多
数 4S 店都只卖进口的原装整车，
主要车型为道奇系列和吉普车指挥
官、指南者和牧马人。一家 4S 店
的销售人员表示：“克莱斯勒 PT 漫
步者的货源很紧张，店里只有一辆

现车。”
自从日本大地震以来，由于汽

车生产和供应的缩减，汽车市场开
始出现涨价趋势。克莱斯勒的所有
销售店均表示有优惠活动，但需要
上门面谈才能告知。而另一家 4S
店的销售人员则透露，部分克莱斯
勒的车型已经涨价。

汽车业专家分析，克莱斯勒汽
车涨价有两个原因：一是全球汽车
产业的零部件供应骤减，导致汽车
的产量大幅减少；另外则是由于克
莱斯勒牧马人在中国的质量问题产
生的负面影响，导致会员减少，只
能靠提价来弥补损失。

对于日本地震造成的零部件紧
缺会不会影响整车进口和货源供应
的问题，克莱斯勒 4S 店的工作人
员称，克莱斯勒是美系进口汽车，
不会受影响。但是记者从上文所述
克莱斯勒申请破产的债权人名单上
看到，克莱斯勒的零部件供应商中
有不少是日本厂商。2009年 5月媒
体报道，已经申请破产保护的克莱
斯勒准备偿还约 50家日本零部件
供应商的账款，这笔账款总额在
8700万美元左右。由此可见，克莱
斯勒生产和进口并非绝对不受影
响。

今年 4 月 19 日，在上海车展
上，克莱斯勒（中国）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旗下的 Jeep、道奇和克莱斯
勒三大品牌高调亮相，并推出两款
全新美系城市 SUV———2011 款
Jeep Compass 指南者和 Jeep patriot
自由客。但是，克莱斯勒 4S 店销
售人员透露，“刚刚推出的新车型
到店里售卖起码还得过个一年半
载。”

据记者调查，4月初国家质检
总局宣布“暂停进口”的克莱斯勒
Jeep牧马人，在北京、上海，宁波
等多个城市仍在正常销售，而且基
本都是原价销售。4S店销售人员告
诉记者，还没有接到不准销售牧马
人车型的通知，但起火燃烧事件导
致的禁售令对销售情况“有很大影
响”。

据了解，克莱斯勒是最早进入
中国市场的外资汽车公司，但是一
直以来克莱斯勒并没有成为国内广
为人知的外资汽车生产企业。克莱
斯勒集团亚太区副总裁柯安哲在上
海车展上接受采访时也表示，要成
为真正的主流厂家，克莱斯勒必须
在中国市场的销量和市场份额上翻
番。

最近，克莱斯勒在不同场合释
放出再度国产化的信息。柯安哲日
前表示，从中期发展规划来看，克
莱斯勒一定要重返中国，把重心转
为在中国生产制造克莱斯勒品牌汽
车，而不仅仅是卖进口车。但在过
渡阶段，克莱斯勒的主要战略仍然
是在中国销售进口汽车。

对于克莱斯勒在中国市场上的
战略和雄心，业内专家表示，中国
一直是克莱斯勒所重视和觊觎的市
场，但是自从进入中国市场以来，
克莱斯勒步履蹒跚，跌跌撞撞，走
得并不顺利。

而此次日本地震对全球汽车供
应链的深度影响，或将使这家刚刚
摆脱破产阴影正欲大举扩张扩产的
美国汽车生产商再度遭受严重打
击。

见习记者 曾会生 宋江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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