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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大气污染治
理已迫在眉睫，提倡绿色出行，发展新能源汽车是
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有效途径之一。随着我国“公
交优先”战略的持续推行，截至2015年年底，全
国公共汽车保有量将达到60万辆，而新能源公交
车 的 保 有 量 则 会 增 长 到 8.3 万 辆 ， 占 比 达 到
13.8%，可见公交车市场在未来是一个持续增长的
市场。伴随着国家及地方政府密集出台的新能源汽
车产业利好政策措施，纯电动公交车将以其低噪
音、零污染、低运行成本的特点在公交车市场呈爆
发式增长。

纯电动公交车行业属于新能源领域的新兴行
业，其行业竞争强度属于中低等水平，总体发展
空间较大。具体而言，国内成规模的纯电动公交
车生产销售企业主要有宇通、安凯、比亚迪、申
沃客车、福田、中通等，为数不多的竞争对手表
明行业竞争强度不大，行业内的各个企业均有较
为自由的发展空间。如果企业能够很好地整合行
业资源并获得有利的市场地位，企业的盈利及发
展前景应该会很可观。

目前，城市公交车是新能源客车企业的主要目
标客户，在国家大力推动纯电动公交车的政策刺激
下，新能源企业也加速推进产业链资源整合，在降
低成本的同时进一步扩大纯电动公交车市场占有
率。典型的有申沃客车与华夏动力的新能源产业合
作，共同打造“申沃-华夏”节能客车。华夏动力
凭借成熟的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电池管理系统等
新能源汽车的核心技术，整合申沃客车先进的整车
制造技术，突破了纯电动汽车产业较高的技术壁
垒，使得纯电动客车在节能与舒适性方面得到大幅
度提高。据相关资料显示，“申沃-华夏”客车配置
540V、400Ah的大容量电池组，充一次电综合路况
可行驶300公里，循环充电次数可达2500次以上，
每辆车每年可降低运营成本23万元，可减少二氧
化碳排放约16吨。总的来说，新能源企业的产业
链资源整合是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经营之道，因为在
这个资源整合的时代，企业生存首先要做的就是获
取自己所缺的东西，在互惠互利中实现共同成长。

同时，随着环境污染的加剧，人们普遍认为电
动车是未来地面交通发展的主要方向。公交车的运
行特点及政府对公交行业的补贴，决定了纯电动公
交车是最容易实现电动汽车产业化的领域。公交车
作为城市公共交通工具，在交通运输中扮演着重要
角色。现有公交车在给我们出行带来方便的同时，
也成了城市的污染大户。所以在公共交通领域推广
纯电动汽车对改善中国能源结构、改善人民居住环
境意义重大。在这样的背景下，纯电动公交车行业
具有良好的成长性，行业中的企业比较容易保持长
期盈利。

新能源汽车作为汽车工业新时代的“制高
点”，其产业发展将带来例如交通能源消费结构优
化、城市空气污染减少等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新能源汽车产业化发展的直接推动力就是国家的相
关政策扶植，近几年国家也确实明显加大了电动公
交车的推广力度。

综上所述，通过加快新能源企业的产业链资源
整合，借助国家及地方政府的政策扶持，新能源公
交车市场将得以快速发展。我们认为，纯电动公交
车行业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上升空间。

从 2013 年 9 月四部委决定开展新

一轮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以来，各

地方在中央政策的指导下纷纷出台本

地推广计划，40个示范城市和城市群计

划到 2015 年年底推广新能源汽车 35 万

辆之多。

从 实 际 情 况 来 看 ， 2014 年 1~10

月，国内新能源汽车累计产销量达到

4.7 万辆，同比增长近 5 倍。预计在持

续资金补贴、免征车辆购置税、免牌照

免摇号、大规模充电设施建设规划等政

策的推动下，2014 年全年完成 8 万辆、

2015 年完成 20 万辆新能源汽车推广是

大概率事件。

动力电池产量大增

多数企业产能吃紧

电池生产企业开始新一轮的
扩张。到2015年，国内动力电池
的产能将在现有的基础上翻倍。

作为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的动力

电池，在下游市场需求的带动下，2014

年也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

赛迪顾问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上

半年，国内规模以上动力电池企业合计

共生产动力电池约 1085.14MWh，基本

完成了2013年全年的产量。前十大动力

电池生产企业纷纷表示电芯产能紧张，

开始新一轮的大规模投资和扩张规划。

比亚迪、力神、中航锂电、沃特玛、国

轩等纷纷融资，要加大异地产能，以三星

和 LG为代表的外资企业也分别在西安

和南京布局其动力电池产能。可以预见

的是，到 2015 年，国内动力电池的产能

将在现有的基础上翻倍。

企业竞争格局不稳

整体价格降幅明显

随着各家企业对客户资源的
争夺，行业的竞争格局及企业市
场份额将发生较大的变化。

从企业来看，比亚迪仍是国内动力

电池的龙头企业。2014 年上半年，其

动力电池产量约为 373MWh，占国内

整体产量的 34.4%，其电池基本全部自

用，装配在旗下的 K9、E6、秦、腾势

等电动车上；合肥国轩约占 14.12%的

市场份额，其主要客户包括南京金龙、

江淮、新大洋和宇通等。其他排名靠前

的动力电池企业为沃特玛、光宇、力

神、ATL、中航锂电、比克、波士顿、

万向等。

动力电池行业仍处于发展初期，行

业竞争格局非常不稳定，随着各家企业

对客户资源的争夺，行业的竞争格局及

企业市场份额将发生较大的变化。

从价格来看，国内动力锂电池的价

格基本由2012年的3.5元/Wh左右降低

到目前的2.5元/Wh左右，电芯的价格基

本维持在2元左右，更有企业能将其电池

包的价格保持在2元以下，在全寿命周期

内可以完全与铅酸电池在成本上抗衡。

动力锂电池的成本下降主要来自其

关键原材料价格的降低。以隔膜和电解

质为例，隔膜基本由之前的10元/平方

米降低到目前的 4~5 元/平方米左右，

电解质的价格也由之前的30万元/吨大

幅降低到目前的10万元/吨以下。

材料成本的大幅度下降是动力电池

价格下降主要原因，随着材料的大量国

产化和成本的降低，动力电池包的成本

有望在2015年降低到2元以下，基本能

够达到大规模产业化生产的水平。

新技术体系成研发热点

追求低成本高能量密度

虽然磷酸铁锂在安全性方面
有保障，但是其能量密度低导致
汽车续航里程短。

从技术发展来看，日本、韩国等国

家的企业基本以三元、锰酸锂或者其混

合材料作为动力电池首选正极材料，而

中国企业大规模地采用磷酸铁锂。虽然

磷酸铁锂在安全性方面有保障，但是其

能量密度低导致汽车续航里程短。

在此背景下，国内企业也纷纷开

始研发三元材料体系的动力电池。比

亚迪研发磷酸铁锰锂，ATL 为宝马开

发三元的动力电池，力神、中航锂

电、万向等主流动力电池企业也逐步

开始研发三元动力电池，北汽的 E150

二代也开始转配 SK 生产的三元动力电

池。另外，不少企业也在开发高电压

的镍锰酸锂二元材料，以提高动力电

池的能量密度。

在负极材料领域，主打快充快放、

长循环寿命的钛酸锂材料也在城市客车

上得到大规模的运用，龙头企业深圳贝

特瑞也在积极研发和生产硅碳负极。

在电解液领域，高电压电解液成

为研发重点，金牛、杉杉、天赐、新

宙邦均在积极开发 4.7V甚至 5V的电解

液体系，电解液添加剂成为行业投资

热点。

在隔膜领域，隔膜涂覆被应用在大

量的动力电池中，超薄湿法隔膜单侧或

者双侧涂覆成为应用主流。

另外，从电池形状的选择来看，国

内动力电池以方形电池为主，圆柱和软

包装并存。其中万向以软包装电池为

主，波士顿、沃特玛、比克以圆柱形电

池为主，而比亚迪、ATL、力神、国

轩、中航锂电等以方形为主。2014 年

上半年，随着微型电动车的畅销，三元

材料的圆柱形电池得到了大规模的市场

化运营。

产业进入整合高峰期

投资、并购再次迎来高潮

各路资本开始通过各种方式
切入锂电池产业，兼并重组将成
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常态。

动 力 锂 电 池 在 经 历 了 2009 年 和

2010 年的投资高潮之后，在 2011 年和

2012 年迎来行业发展的低谷期，2013

年年末，在政策的带动下，动力电池又

迎来新一轮的投资热潮。

伴随此次热潮到来的是动力电池产

业的整个高潮，各路资本开始通过各种

方式切入锂电池产业。尤其是在IPO日

益困难的情况下，行业的兼并重组将成

为 2014 年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常

态。大量的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和上市

公司通过并购的方式进入该领域，对于

该产业的企业而言，也通过并购重组等

资本运作手段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2014 年以来，已经有多家上市公

司通过收购的方式进入该领域，可以预

期的是，动力电池产业将迎来整合的新

时代。根据赛迪顾问发布的 《2014 年

锂离子电池产业链企业竞争力研究报

告》，各细分领域前十强还未上市的企

业，如沃特玛、维科电池、福斯特、优

特利、迈科、华粤宝、巴莫、瑞翔、金

和、乾运、江西正拓、海容、金牛、珠

海赛玮、南通天丰、中科科技等，将是

上市公司优秀的拟并购标的。

赛迪顾问汽车产业研究中心
总经理 吴辉

动力电池产业链主要并购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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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以9587.56万元收购锂电公司龙能科

技85%股权。2014年5月，拟募资不超过36.18亿

元，收购五洲龙、恒通客车、恒通电动客车三家客车

厂。2014年7月，以自有资金2775万元收购成都伟

瓦节能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

2011年 4月，增资航天电源成为其第二大股东。

2014年4月，以7.56亿元收购银河锂业100%股权。

2014年5月, 以31.29亿元收购天齐集团间接持有

的文菲尔德51%股权及天齐集团直接持有的天齐矿

业100%股权。2014年8月，以3.11亿元竞买西藏

日喀则扎布耶锂业高科技有限公司20%股权。

2014年3月，收购江苏优派新能源有限公司100%

股权。2014年8月，以不超过3亿元，收购厦门黄岩

100%股权，从而拥有锂电企业天骄科技70%股权及

闽锋锂业33%股权，以及闽锋锂业持有马尔康金鑫

矿业100%的股权。

2014年 6月，4亿元收购美拜电子100%的股权。

2014年11月，拟增持波士顿约5%~10%的股份。

2014年8月，定增7亿元收购贝特瑞32.15%的股份。

2014年7月，以3934.31万元收购星源材质2.43%

的股权。2014年11月，斥资7.2亿元收购全球锂电

池添加剂领导者江苏华盛精化80%的股权。

2014年3月，以1.2亿元收购天津力神1.6%的股权。

出资 3 亿元向四川国理增资，获取国理增资后

37.25%的股权，成为国理的第一大股东。

1.9亿元收购云南美的客车制造50%股权，并改名五

龙电动车，成为新能源汽车企业。

拟2796.80万元收购瀚康化工76%股权。

2014年10月，全资收购电解液企业东莞凯欣，切入

ATL供应链体系。

动力电池：兼并重塑格局 纯电动公交车

市场前景可期

华夏动力CTO 李维

2011~2015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量（万辆）

数据来源：赛迪顾问 2014.11

2012~2014年第一季度中国动力电池产量 2014年上半年国内主要动力电池企业市场份额

（上接第1版）
安筱鹏说，把握产业大势，引领产

业发展，是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的任

务，基于这样一些考虑，第三届中国电

子信息博览会的主题为“智能新时代，

数字新生活”。本次博览会采取“展

览+论坛+同期研讨活动+新产品新技术

发布会”的形式。展览共3天时间。在

这期间还将举办 1 场主论坛+N 场同期

研讨活动+N 场技术与产品发布会。1

场主论坛即中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

展高峰论坛，将邀请政府、产业界专

家、知名企业家就电子信息产业热点话

题进行研讨。N场同期研讨活动即结合

产业发展最新热点，在细分领域规划组

织不同话题的研讨活动，力争将某一个

话题谈深谈透。N场技术与产品发布会

将邀请电子信息龙头企业将最新的产品

和技术带到博览会现场，重点策划若干

场技术与产品发布会。中国电子报社将

继续承办本届博览会主论坛和创新产品

与应用奖评选活动。

据了解，本届博览会下设 8 个展

馆，21个专业展区，具体安排如下：1

号馆：CITE 主题馆。主要包括：数字

视听展区：智能电视、音响、数字家

庭、数码产品；移动智能终端展区：智

能手机、平板电脑、智能汽车；软件与

互联网展区：互联网、云计算、大数

据、软件产品。2 号馆：平板显示馆。

主要包括：LCD 展区、OLED 展区、

LED 展区、触摸屏展区、平板显示设

备材料展区。3号馆：智能制造馆。主

要包括：智能机器人展区、3D 打印展

区。4 号馆：互联网应用馆。主要包

括：智慧城市展区、产业互联网展区、

互联网金融展区。6号馆：可穿戴和创

客馆。主要包括：智能硬件创客展区、

可穿戴产品展区。7号馆：电子仪器与

设备馆。主要包括：电子仪器、仪表、

测试测量展区，电子工具、专用设备展

区。8 号馆：锂电新能源馆。主要包

括：锂电池展区、锂电设备材料展区。

9号馆：IC与元器件馆。主要包括：高

性能集成电路展区、高端元器件展区、

特种元器件展区。

安筱鹏指出，为进一步提升博览

会层次和影响力，本届博览会将从七

个方面加大力度：一是统筹各专馆、

专区的组织和布局，促进产业链上下

游形成协同效应，以进一步促进企业

间的合作交流。二是展览和会议联

动，组织一场高端主论坛——中国新

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峰论坛和二十余

个细分领域专业研讨会，覆盖展览所

有的专区设置。三是加大招展力度，

充分吸引国内外优秀大企业参展，提

高展览的层次和权威性。四是着力突

出新产品新技术发布，设立专门的发

布区域，对全球或全国首发产品进行

重点支持。五是立体传播、高效宣

传，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宣传力量，

利用移动互联网媒体、桌面网络媒

体、EDM、户外广告以及新闻发布等

多种形式，将展会的影响力最大化。

六是加大专业观众和买家组织力度，

通过面上宣传+数据库点对点邀请+现

场专题买家活动+买家观展政策等方

式吸引专业观众和买家到场采购洽

谈。七是提升博览会国际化水平，选

择合适的国际推广平台，加大国际宣

传力度，重点招募国际龙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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