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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

李睿

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迎来拐点

2014年中国新能源汽车的销量预
计将会达到7万辆，即将迎来拐点。

2014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利好政策频

出，发展新能源汽车逐步上升为国家战略。

自 2013 年以来中国新一轮的新能源汽车政

策频出，直接推动了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的

快速发展，本轮的产业政策呈现了国家和地

方两个层面互补，基础设施建设实质推动，

国家部委多部门联动的特点。

在此基础上，国内的新能源汽车蓬勃

发展，2014 年 1~9 月新能源汽车累计产量

达到 41331辆，同比增长 4倍。国内新能源

汽车产业政策呈现以下游应用市场开拓为

主，以税收刺激政策为辅，意在通过下游

产业规模扩张从而带动新能源汽车产业突

破的态势。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还呈现两

大特点：一是新能源汽车发展战略成为节

能环保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各地方

新能源汽车政策和措施进一步细化，产业进

入实质启动阶段。

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节能环保大战略

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 年 7 月，国务院常

务会议提出节能环保产业成为中国产业发

展的支柱产业，指出政府公务用车、公交

车要率先推广使用新能源汽车，同步完善

配套设施。同年 9 月，国务院发布 《大气

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京津冀、长三角、珠

三角等区域成为大气污染治理的重点区

域，新能源汽车作为强化污染源污染防治

的重要举措，受到各地政府的重视。同期

的北京、上海、深圳等地方政府提出的新

能源汽车推广计划也是基于大气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目标而制定的。

伴随国家层面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在

2013 年的密集推出，各地方政府陆续推出

了新能源汽车推广计划以及相应的政策措

施。由于本轮国家新能源汽车推广设定较

高的推广门槛，客观上鼓励了有产业技

术和经济基础的地方政府参与。从参与

的 40 多个城市和地区看，深圳、上海和

北京成为新能源汽车大型城市推进的领

头地区。本轮的推广在地方层面还出台

了很多地方政策措施，主要在私人充电

桩建设、企业充电站运营等领域制定了

细则和优惠政策。以商业模式创新为契

机，新能源汽车发展呈现蓬勃之势。

在政策强力助推下，国内新能源汽车

发展迅速，今年新能源汽车年销量肯定超

过5万辆，从国外经验看，新能源汽车年销

量突破 5 万辆的水平，市场将从量变到质

变，新能源汽车有望真正走向商业化运营，

以美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发展为例，2012年

美国新能源汽车销量突破5万辆，2013年增

长达到 80%。2014 年以来美国电动汽车销

量持续火爆，上半年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

5.5万辆，同比增长44.5%，预计2014年美国

新能源汽车销售量可以达到16.5万辆。

从目前我国各地推广应用的情况看，

2014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的销量预计将会

达到7万辆，即将迎来拐点。

国内动力锂电池市场格局渐成

今年国内动力锂电池的需求量
将达到1.4GWh，产值规模约40亿元。

新能源汽车销量向好拉动了国内动力锂

电池需求快速增长，多方预测今年新能源汽

车销量有望达到7万辆，按照单车平均配备

20kWh计算，今年国内动力锂电池的需求

量将达到1.4GWh，产值规模约40亿元。

目前中国动力锂电池主要生产企业

有：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2014 年年初产

能 1.6GWh 左右，年底前产能有望再扩大

3GWh，产品为磷酸铁锂电池，2014年上半

年，公司新能源汽车业务实现收入约27.48

亿元，同比增长 1216.67%，占集团总收入

的 10.29% ，拉 动 动 力 锂 电 池 需 求 约

0.37GWh；天津力神电池股份有限公司，动力

电池年产能约 0.7GWh，目前也在寻求产能

扩大，公司主要客户有康迪、众泰、江淮等，

2013年公司总营业收入31.5亿元，2014年上

半年公司动力锂电池出货量约79.7MWh；合

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股份公司，是目前国内

唯一一家仅从事动力锂电池业务的企业，公

司产能 0.32GWh，目前公司主要客户为南京

金龙、江淮等，2013 年公司营业收入 7.34 亿

元，净利润 2.21 亿元，2014 年上半年营业收

入 3.52亿元，净利润 6981.19万元，2014 年上

半年公司动力锂电池出货量约 0.11GWh 左

右；东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公司动力

锂电池产能约0.6GWh，主要为北汽、宇通等

供 货 ，2013 年 公 司 动 力 锂 电 池 销 量 约

95.9MWh，创造销售收入约3.4亿元，2014年

上半年公司动力锂电池销量约0.1306GWh。

三元材料成未来重点开发产品

磷酸铁锂电池稳定性高、价格便
宜，但能量密度提升空间有限。

从市场用量、技术的成熟度等方面看，目

前国内动力锂电池以磷酸铁锂正极材料的锂

电池为主，该材料具备稳定性高、安全可靠、

价格便宜、技术成熟等特点，但是理论能量密

度提升空间有限，最大为150Wh/kg。

从国内主要动力锂电池企业的产品情况

来看：比亚迪一直以来坚持磷酸铁锂电池路

线，电池单体能量密度达到130Wh/kg以上，

基本接近理论极限，公司也在积极开发能量

密度更高的磷酸铁锰锂材料新型动力锂电

池；天津力神产品以磷酸铁锂电池为主，目前

在小批量生产三元材料动力锂电池；国轩高

科一直以来也是坚持在做磷酸铁锂动力锂电

池，主要为江淮汽车 iEV 系列纯电动汽车配

套，不过公司也开始在进行三元材料动力锂

电池方面的开发工作；ATL、哈尔滨光宇电源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沃特玛、中航锂电（洛阳）

有限公司等的产品也都主要是磷酸铁锂电

池，不过也都纷纷开始关注三元材料动力锂

电池的开发，其中中航锂电也开始小批量生

产三元材料动力锂电池。

由于市场比较看好三元材料动力锂电

池，作为国内唯一一家仅做三元材料动力锂

电池的波士顿电池有限公司，今年上半年公

司获得了大量的订单，但公司椭圆形的电芯

结构设计，与松下的18650圆柱电池、比亚迪

的大型方壳动力锂电池等主流电池形状不

同，赢得整车厂普遍认可存在一定难度。

未来在动力电池方面除三元材料将作为

重点开发产品之外，为提高电池的能量密度，

还将开发高能量密度的富锂锰基正极材料、

高电压电解液、硅-碳负极材料、石墨烯材料

等材料。

三元材料动力锂电池主要有镍钴铝酸锂

电池、镍钴锰酸锂电池等，优势是高温稳定性

好 ，抗 电 解 质 腐 蚀 性 好 ，理 论 能 量 密 度

180kW/kg以上，但产品安全性、一致性方面

有待提升。

目前国家大力推广以高速纯电动乘
用车为代表的新能源汽车，但就实际情
况而言，首先崛起的很可能是价格及技
术含量都相对较低，尚未获得新能源汽
车“名片”的低速电动汽车行业。

新能源汽车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我国出台了多
项旨在推动该产业发展的扶持政策，其
中以国家“十城千辆”示范工程最为突
出。但受产业基础薄弱、生产成本居高不
下和配套设施建设滞后等因素制约，我
国新能源汽车市场推广并不乐观。数据
显示，“十城千辆”示范推广三年多来，高
速纯电动乘用车销售仅逾万辆。与之形
成对比的是，目前还未被列入工业和信
息化部的汽车产品公告，尚遭遇“身份”
难题的低速电动汽车，在业界争论的漩
涡中，在国内外市场需求的触发下，在山
东、河北、江苏等地已经形成数十万辆的
销售规模，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如将低
速电动汽车纳入新能源汽车行列，到
2015 年其将能贡献一半以上的目标销
量，对于减少政策尴尬意义重大。

所谓低速电动汽车，主要是指外形
小巧，车辆结构相对简单，最高设计时
速在 40～80km/h，主要以铅酸电池作
为动力电源，采用小功率直流电机驱
动，可用家用电源充电，充满一次电后
最大行驶里程约为80～100km的汽车。
低速电动汽车在我国产生于 2007 年前
后，山东出口企业受国外需求的启发，
将其转内销后迅速受到老年人的欢迎。

与普通高速电动汽车相比，低速电
动汽车售价在2万～5万元之间，相对
价格普遍高达数十万元的高速电动汽
车，其成本明显更为合理，更具有市场
亲和力；低速电动汽车百公里耗电量可
控制在 15kWh 以下，具有使用的经济
性；由于身材小巧，易于驾驶，低速电
动汽车具有使用的便利性；另低速电动
汽车产品技术及市场已相当成熟，与高
速电动汽车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在我
国某些地区具备了一定的市场空间。

在发展电动汽车大方向不变的前提
下，合理引导、发展低速电动汽车实则
更符合我国的现实国情，也更有利于电
动汽车的推广应用。

符合我国现实国情及市场需要。当
前，国内大部分城市城区车速限制在70
公里/小时以下，未来汽车需求将大部
分来自于消费能力偏低的中小城市，因
而价格相对较低，车速在 40～80km/h，
充一次电可行驶80～100km，总使用成
本不到传统汽车的 1/4 的低速电动汽
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市场发
展前景。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大约有
1.5 亿辆电动自行车以及 1 亿辆两轮摩
托车，如此数量众多的“从未驾驶过汽
车”的消费者将成为低速电动汽车潜
在客户。

助推电动汽车产业化进程。我国正
处于电动汽车发展的关键时期，《节能
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2012～
2020》 提出“到 2015 年，纯电动汽车
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累计产销量力
争达到 50 万辆”的目标，目前离目标
期限只剩两年，而根据中国汽车协会
的不完全统计，2012 年销售新能源汽
车 12791 辆，其中纯电动汽车 11375
辆。而积极推广与倡导需求量最大、
技术上发展障碍小的低速电动汽车，
不仅可以有力扩大电动汽车的产业规
模，而且可以有效带动零部件关键技
术的产业化，进而促进高速电动汽车
的发展，是一条实现电动汽车产业化
发展的战略途径。

此外，由于低速电动汽车避免了对
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发展低速电动汽
车有利于缓解我国石油短缺，降低缓解
污染等问题，因而大力推广、引导其应
用发展对我国而言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前，我国正处于电动汽车市场大
规模启动的时期，与高速电动汽车产品

在高额补贴下仍无法推广普及的市场困境截
然不同，目前，低速电动车在低端路线的蓝
海战略下以其优越的性价比点燃了庞大的市
场需求。

截至2011年年底，据统计，全国正在研
制或小批量生产低速电动汽车的生产厂家超
过100家，企业主要分布于山东、河北、江
苏、浙江等地。其中，山东是低速电动车最
为发达的省份，也是工业和信息化部列为国
内首个低速电动汽车推广试点的省份。据不
完全统计，目前山东生产低速电动汽车的企
业已达到了近20家。2012年全省生产低速电
动汽车 12.8 万辆，同比增长 68.6%，销售
12.5 万辆，同比增长 68%。此外，在河北、
江苏、浙江等地区，低速电动汽车生产企业
数量及消费需求也在逐年增加。

政策对于一个新兴产业的引导至关重
要，但由于低速电动汽车目前尚未被列入工
业和信息化部的汽车产品公告，其发展完全
靠企业自身的摸爬滚打。在没有“身份”、
没有标准、没有政策的环境下，低速电动汽
车在快速发展中也遭遇困境。

一是“身份”缺失。由于低速电动汽车
产品没有进入国家“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
品公告，在生产、销售方面，低速电动汽车
企业没有生产资质，生产的电动车产品只能
以城市观光车、残疾人车、警察巡逻车等名
义在地方销售或转出口；在消费者使用方
面，低速电动汽车产品不符合国家关于机动
车挂牌的要求，因而无法办理机动车号牌。

二是“标准”缺失。目前我国适用于纯
电动乘用车公告管理的强检项目共有76项，
此外国家还颁布了 《纯电动乘用车技术条
件》（GB/T28382-2012），但这些标准只适用
于最高车速不低于80km/h的高速电动乘用
车，而不适用于小型低速电动汽车。就大力
发展低速电动车的部分省市而言，目前只有
山东、湖北襄阳出台了低速电动车管理办
法。总体而言，由于我国低速电动汽车的标
准体系尚未形成，导致各生产企业都在按自
己的标准进行生产，车辆性能参差不齐，行
业匹配能力较差，产品安全性和可靠性等质
量要求无法保障。

三是“安全”保障缺失。从道路安全及消
费者权益方面看，低速电动汽车安全配置较
低，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并且由于低速电动
汽车的“身份”缺失，目前国内低速电动汽车
的行驶规定还处于真空地带，无法上机动车
牌照，各种车辆保险均难以保障，这明显增大
了消费者、道路车辆与行人的风险。

强大的内需和合理的政策是推动产业发
展的根本。低速电动汽车是符合中国国情及
市场需要的产品，如引导得当，其能够成为
推动我国电动汽车产业化、启动电动汽车大
规模消费市场的突破口。目前，美日欧也有
类似的产品，并且有颇为成熟的管理措施，
建议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引导、
规范低速电动汽车的发展。

第一，加强分类管理，明确身份问题。
目前，欧美国家大部分在低速电动车方面有
了立法，欧盟、日本对低速电动四轮车进行
单独管理。行业主管部门应充分借鉴国外政
府相关产品分类管理的经验并立足国情，及
时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科学管理体系，尽早
明确低速电动汽车的分类管理的模式，并实
施专类管理，给低速电动汽车一个合法上路
的“身份”。

第二，制定标准法规，规范行业发展。
标准体系的建设是引导、规范行业发展的重
要举措。建议行业主管部门针对不同层次电
动汽车的定位、需求及管理差异，加速出台
低速电动汽车标准法规，加强产品准入管
理，通过制定相应的技术规范和法规体系，
引导低速电动汽车行业的规范发展，为低速
电动汽车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第三，提高产品技术，保证产品质量。
无论是高速电动汽车还是低速电动汽车，产
品质量有保证，消费者才会放心购买。国家
准许低速电动汽车合理发展，必须要以提升
产品技术、保证产品质量为前提，因此建议
国家在低速电动汽车技术及安全准入方面提
高门槛，使车辆安全达到国家强制性安全要
求；另外，建议研究出台相关产品道路交通
管理措施，加强道路安全管理，以保障这种
经济型电动汽车的质量与安全。

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秘书长 刘彦龙

低速电动汽车盼“入局”

雾霾成灾，大气污染治理已经迫在眉睫，提倡绿色出行，发展新能源汽车是实现节能减排大目标的有效途径之
一，所以国家政策非常鼓励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年初以来出台了数十项中央和地方新能源汽车相关政策。国内新能源
汽车市场受此利好，9月销量创历史新高，年内肯定超过5万辆，拉动下游动力锂电池需求快速增长，在磷酸铁锂电池
理论能量密度有限情况下，为提升车辆续航里程，高能量密度的三元材料动力锂电池被市场普遍看好。

动力锂电池：三元材料走俏

时间

2014.01

2014.02

2014.07

2014.07

2014.07

2014.08

2014.09

2014.10

政策

四部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新能源汽车推

广应用工作的通知

四部委发布《第二批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城

市名单公布》

公布《政府机关及公共机构购买新能源汽车

实施方案》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新能源汽车减免购置税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推

广应用的指导意见》

财政部、国税局、工信部联合发布《关于免征

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的公告》

工信部发布《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

车型目录（第一批）》

工信部发布《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车车

型目录（第二批）》

要点

提出本轮新能源汽车推广的重点、资金补贴方

式以及示范验收方式

第二批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城市名单公布

政府机关和公共机构购买新能源汽车占当前配

备更新比例的30%以上

对在中国境内销售的新能源汽车实行减免购置

税的政策

新能源汽车推广中涉及充电设备、商业模式、公

共领域、政策体系、破除地方保护等

对符合政策要求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

符合政策要求，能够获得车辆购置税减免车型

第一批目录

符合政策要求，能够获得车辆购置税减免车型

第二批目录

资料来源：赛迪顾问整理，2014.10

中国新能源汽车近期政策一览

2014年，新能源汽车销量有望达到7万辆

今年国内动力锂电池的需求量将达到1.4GWh

产值规模约4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