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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江丞华

继工信部实施《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之后，相继公

布了关于建立汽车行业退出机制的通知。经过一年的实施，近

日，《中国企业报》记者在工信部官网获悉，工信部发布了首批

《特别公示车辆生产企业 (第 1批）》公告，公布了首批 48家车
企“劝退”名单，此份名单再次为我国车企敲响警钟。

记者了解到，上榜的 48家车企将面临两年的整顿期，如
果截止到 2015年 10月 31日依然无法通过相关考核，将被取
消汽车产品的生产资质。

对此，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秘书长董扬表示，上述企业大多

都没有生产能力，唯有依仗自身的壳资源勉强生存，我国整车

厂数量也存在过多现象，未来车企将会迎来洗牌。

“空壳车企”将遭出局

据董扬解释，所谓“空壳车企”是指拥有生产资质的企业，

但实质已经停产或者停滞状态下的车企。

针对上榜的 48家车企，《中国企业报》记者随机拨打了几
家车企官方电话，发现很多不是无法接通就是空号，还有的车

企官方网站上更是一片混乱，产品种类一栏也都是空白。

记者发现高碑店市中客华北汽车有限责任公司在公告的

名单之中，该企业曾生产轻型客车、轻型商务车和皮卡等车

型，整车生产能力达 3000台。通过致电企业的官方电话，记者
获悉该车企早已改成圣亚泰汽车模具有限公司，现在正在生

产汽车模具，也就意味着该车企已经没有整车生产能力，两年

后将面临清洗的命运。

兰州宇通客车有限公司遭遇宇通客车撤资后，转让给郑

州宇通集团，现在又将面临“劝退”的局面。吉林通田、哈尔滨

客车厂等都被亮了黄牌。在工信部公布的名单中可以开出，大

多是生存条件艰难，生产能力几乎没有的车企，还有一些是汽

车改装企业，根本没有整车生产能力。按照工信部的标准（乘

用车少于 1000辆、大中型客车少于 50辆、轻型客车少于 100
辆、中重型载货车少于 50辆、轻微型载货车少于 500辆、运输
类专用车少于 100辆、摩托车少于 1000辆），未来这些“空壳
车企”将遭淘汰。

“有些人想进去，可是有些人不出来。”是我国车企面临的

最大困境。一张生产资质不仅是各大车企争抢的香饽饽，也成

了那些空壳企业生存的资本。

汽车分析师张志勇表示，此次工信部推出退出机制实质

为了盘活现有的生产资质，想进入的车企只需等待两年，那些

不符合标准的车企退出后，行业就会注入新鲜的血液。

为了防止车企无限扩张，工信部早在 2009年推出了《关
于加强汽车生产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管理的通知》，规定车企必

须兼并有生产资质的企业。国家发改委也严格控制车企数量，

致使生产资质成为了这些“空壳企业”的摇钱树。

此次工信部发布退出机制也打破了车企终身制，以壳资

源生存的车企也不得不为其他企业让路。

车企将上演兼并大戏

据工信部统计，目前我国各类汽车生产企业多达 1300多
家，其中一半以上的车企处于停产和半停产状态，此次公告也

仅是第一批，预计未来整顿力度将会加大。

公告发布的同时，上海大众已经迎来了 1000万辆下线，
上海大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贾鸣镝也对媒体表示，

2015年将实现 200万辆的产能，行业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
化，业内人士也对车企的整顿表示赞同，董扬认为：“包括自主

品牌在内，中国车企过多，兼并和重组是未来趋势。”

其实车企已经进入了重组的节奏，昌河汽车重组也一直

在业界人猜测中进行着。昌河汽车已经脱离了长安，虽然昌河

高层对此避而不谈，但是一位工作人员对《中国企业报》记者

透露：“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最近昌河一直与北汽联系紧

密。”更有消息称昌河已经拥有北汽的车型，未来将生产北汽

的汽车。由此可见，昌河汽车与北汽的联袂已经是板上钉钉的

事了，近期将会公之于众。

之前，广汽集团与长丰集团也达成了战略重组协议，长丰

集团将长丰汽车总股本的 29%转让给广汽集团，广汽集团成
为第一大股东。虽然在今年全球汽车论坛上，广汽集团总经理

曾洪庆吐槽称自己第一个“上当”，但是他还是坚持认为兼并

重组等产业布局的调整仍然是中国汽车工业未来发展的趋

势。中国也会像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汽车市场一样，汽车行

业通过兼并重组来实现行业内生性的增长。

中汽协最新数据显示，我国自主品牌市场份额持续六个

月下跌，东风汽车公司总经理朱福寿高调抛出的“自主危机

论”。长安汽车副总裁朱华荣对此表示，未来三至五年内汽车

行业将出现更多的整合，这种整合是企业自发的，而不再是政

府主导。

日前，国家能源局正就《油气管

网设施公平开放监管办法 (征求意见
稿 )》（以下简称《意见稿》）征求行业各
方意见，根据《意见稿》，今后将加强

开放监管，油气管道向第三方市场主

体放开。与此同时，国研中心提交的

“383改革方案”也建议放宽非常规油
气资源勘探开发市场准入，加速相关

资源的勘探开发。

《意见稿》与“383改革方案”的出
台，如同 3 年前的“新 36 条”、8 年前
“非公经济 36 条”发布之前一样，坊
间开始热议民间资本将面临一轮怎

样的发展机遇。

民营公司将分享千亿蛋糕

根据《意见稿》内容，未来油气管

网设施运营企业在油气管网设施有

剩余能力的情况下，油气管网运营企

业应该按照一定排序，无歧视地对第

三方开放管道设施。应与第三方市场

主体平等协商开放相关事宜，提供输

送、储存服务。对于有争议的开放项

目，可提请相应能源局监管机构审

核，监管机构根据审核情况出具监管

意见。

这意味着，管网公司仍是管网的

优先使用者，接下来是煤层气、页岩

气等国家规定的优先类用户，最后是

新增的申请、签订合同用户。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

透露，以往没有规定，就算三大巨头

间，在油气消费高峰期也经常互不买

账，有个监管办法，情况会有所改善，

但从目前透露的消息看，有区别的准

入实行起来比较难。

他还分析，尤其现在天然气价格

并没有完全反映需求，上下游企业都

属于一家公司，内部的事情监管起来

并不容易。更重要的是，监管办法中

提到的“有剩余能力的情况下，应与

第三方市场主体平等协商开放相关

事宜”，是否有剩余能力也不好界定。

“国内管网布局尚不完善，在油荒、气

荒尚在的情况下，（利益集团）找无剩

余能力的借口太容易。”另一位石油

央企专家则认为。

无处罚权利如何监管

业内普遍认为，改革将实质性利

好油气产业链，将在油气市场引入竞

争，改善现有相对垄断的供给体制和

供给效率，将为资源开发及服务企业

带来增量市场。但是，政策的落实难

和政策的摇摆不定让民间投资逐渐

失去信心，面对新政策只能观风，不

敢行动。

“《意见稿》可以充分发挥现有油

气管道在连接油气生产商和油气用

户的纽带桥梁作用，从而促进油气特

别是天然气行业的上游繁荣、下游推

广。解决中小上游企业没有机会、能

力建设管道，所生产的天然气无法进

入管道的难题。但是，现在没有更详

细的细则，就怕像原来那样，出台过

好几次政策，刚开始，都特别高兴，以

为可以进去了，但是，由于没有更细

致的条件和准则，很多都是看着美

好，但吃不下去的蛋糕，白高兴一

场。”浙江浙能天然气运行有限公司

员工张某告诉记者。

值得关注的是，《意见稿》中并没

有提及市场监管司及国家能源局可

能享有的处罚权力，监管如何实施可

以说根本不明确。

“输气企业完全可以剩余管输能

力是为输气、储气预留能力预防气荒

做理由，阻拦所有潜在竞争对手的进

入。”上述天然气企业员工说。

因此，他强调必须要看到《意见

稿》后面的实施细则，才会考虑为企

业制定新的运营策略，否则只按原有

方式运作。

中国石油大学陈守海副教授建

议，可以加强顶层设计，充实监管机

构人员的权力，同时配合实现管网中

立，实现油气运输和销售环节严格分

离，避免公司内部关联交易。

民资准入 9年仍无大突破

从 2005 年至今长达 9 年的时间
里，中国有关石油工业的改革就从未

停止。

希望民资真正进入能源领域，也

是近年来国内学界的呼吁和期待。所

持的理由有二：一是民间资本效率高

于国有资本；二是政府不应与民争

利。固然，在能源等资源垄断性领域

引入民间资本有利于产权的多元化，

有利于相互竞争和监督，有利于民营

企业的壮大和宏观经济的增长。

但事实上，引入民资后并不会自

然地产生期待中的“好结果”。

2005 年 2 月，国务院曾发布了
《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

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

见》，这份被称为“非公经济 36条”的
文件首次明确提出“允许非公有资本

进入垄断行业和领域，在电力、电信、

铁路、民航、石油行业和领域，加快进

行改革，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2012 年 6 月，国家能源局下发
《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一步扩大能

源领域投资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

凡列入国家能源规划的项目，除法律

法规明确禁止的以外，均向民间资本

开放。而在 6月 18日，国土资源部也
出台细则，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勘查

开发页岩气、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资

源。

“虽然近些年陆续有鼓励民资投

资的政策，但只是大概明确了市场转

入的一些具体行业和领域，关键问题

总出现在重申政策能否破除落实难，

政策的‘玻璃门’能不能被打破？如果

不消除这些忧虑，扩大民间投资范围

只是‘一厢情愿’之举。”一位不愿透

露姓名的学者如是说。

“还记得大明湖畔韩寒告百度

吗？”

2011 年的“3·15”，韩寒等 50 位
作家联名起诉百度文库侵犯著作权，

持续一年多的口水战在去年 9 月以
百度败诉告一段落。今年 8月，韩寒
《一个：很高兴见到你》电子版权独家

落户百度文库。曾激烈声讨百度文库

侵权的磨铁图书创始人沈浩波，不知

何时也将磨铁数盟搬上了百度文库

的首页。

然而，百度文库与作家及版权机

构合作的手还没有焐热，日前，百度

又卷进了国内首例出版社起诉其侵

权的案件中，这次的原告是中国青年

出版社中青文传媒公司（以下简称

“中青文传媒”）。

“百度的傲慢写在脸上”

百度文库曾因包含盗版文档而

屡遭行业诟病。

百度文库于 2010 年底上线的
“文库书店”模式，在书店中的图书一

部分是完全免费的，一部分需在线购

买。百度官方公开提供的版权保护方

案包括反盗版 DNA技术和绿色举报
通道。这两样方案都是上传文档后的

处理，百度文库并未在事前审核上承

担责任。而技术识别和举报并未能彻

底清理网友上传文档中所夹杂的侵

权作品。

据了解，2011年 4月 15日，在全
国声讨百度盗版的背景下，中青文传

媒旗下的《精品阅读》杂志刊发文章，

公开谴责百度盗版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的《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仅

其中一个盗版文本下载量就高达 20
多万。“百度很快删除，不久再次出

现，而且愈演愈烈”。

两年多时间里，百度文库反复上

传多个《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盗

版版本，直到今年 9月 30日，百度接
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行政处

罚通知后才被迫对其做出清理，显示

百度文库对盗版的清理工作并不彻

底，态度也不太积极。

日前因诉讼与百度文库接触后，

中青文传媒有关负责人表示，“百度的

傲慢是写在脸上的。资金和人脉实力，

为百度侵权而又要免责保驾护航。”

上述负责人表示，“以前是作家、

作家维权联盟告百度，我们是第一家

起诉百度侵权的出版单位。这只是个

开始，一旦我们维权成功的话，整个

行业都会站起来维权。”

此前与此案类似的韩寒等作家

状告百度文库侵权案，在 2012年 10
月 19日经过一审判决，百度共赔偿
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 17.3万元。承办
法官介绍，法院认定百度公司的百度

文库存在主观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

侵权责任。法院同时也指出，百度公

司未能实现在文库资源丰富程度与

制止侵权方面基本同步，存在经营中

尚待发展完善之处，未能切实保护著

作权人的权利。

出版社呼吁
“平衡好利益分配”

“出版社作为一个内容提供商，

而网络平台其实是作为一个发行媒

介，各司其职，需要更合理地平衡好

这个利益分配，大家共同发展。”中青

文传媒总经理刘炜表示，起诉百度是

因为中青文传媒还将出版许多电子

书，所以要做好维权工作，否则后面

会继续遭受盗版带来的损失。

“中青文传媒状告百度”后，学者

孔庆东、作家孙君红等在新浪微博上

集体声讨百度“窃书”，并表示很“受

伤”。律师袁裕来、作家于卓等表示自

己的多部作品被百度文库上传盗版，

尚未结案。

“百度文库无法回避侵权问题，

诉讼会不断。”中青报曹林表示。

然而也有部分网友表示“支持百

度！”“百度文库非常实用，可以获取

到许多需要的资料。”“百度还在成

长，需要多些耐心。”

在免费共享和知识产权保护之

间，百度文库这类知识分享平台将如

何平衡好平台、用户和版权方的利

益？《中国企业报》记者邮件采访了百

度文库有关负责人，截至发稿日没有

得到回应。

走向合作数字版权保护
需加大违法成本

不可否认，在探索互联网企业进

军数字领域的商业模式方面，百度

做了一些包括三年“零分成”模式在

内的尝试。百度三年不盈利、提供免

费阅读等方式博得了不少网友的支

持和同情。

“互联网的特性在于获取信息

的便捷性，免费并不能成为不尊重

他人知识产权的理由，对于提供信

息存储空间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

商，特别是已经形成绝对市场份额

并与内容提供者形成合作关系的网

络服务提供商，在对待他人知识产

权时更应该持有审慎的态度。”作家

维权联盟代理人、北京市中闻律师

事务所律师王国华对《中国企业报》

记者表示。

刘炜认为，尊重知识产权是创

新的动力，良好的数字版权保护是

出版社与百度合作的第一前提。“百

度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侵犯版

权，一个是他自身缺乏自律；第二个

是执法机关对他的打击是不够的，

因为他的违法成本太低”。

据了解，我国的著作权立法是

补偿式的，即走合法程序、经过授

权，假如说他需要支付 10 万元；然
而未经过授权的，当权利人站出

来，付出了巨大成本得到了法律的

支持，最后赔偿的仍然是 10 万元
钱。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当然百度

就不需要麻烦，去走授权了。也就是

说我事先经过你，和事后你来告我，

我付出的成本是一样的。”刘炜说

道。

油气管道拟开放
缺乏细则被指“一厢情愿”

百度傲慢应对中青社诉讼 数字版权难题待解
实习记者罗小清

本报记者谢育辰

48家车企将遭“劝退”
市场自发整合意愿强烈

“ 按照工信部的标准（乘用车少于

1000辆、大中型客车少于 50辆、轻型客

车少于 100 辆、中重型载货车少于 50

辆、轻微型载货车少于 500辆、运输类专

用车少于 100辆、摩托车少于 1000辆），

未来这些“空壳车企”将遭淘汰。

目前我国各类汽车生产企业高达

1300多家，其中一半以上的车企处于停

产和半停产状态，此次公告也仅是第一

批，预计未来整顿力度将会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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