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车市“V”型反转后将步入平稳新常态

中汽协预计2016年销量增长约6%至2604万辆

本报记者 任明杰

2015年，在购置税减半政策的带动下，一度岌岌可危的国内汽车市场最终实现“V”型反转，产销分别达到2450.33万辆和2459.76万辆，同比增长3.25%和4.68%。

中汽协表示，2016年，国内汽车销量预计增长约6%，达到2604万辆。 不过，2015年已经凸显的产能利用率严重不足的问题，仍将是未来几年困扰国内汽车行业的一大隐忧。 尽管SUV的持续热销和新能源汽车的爆发式增长让自主品牌车企看到了“弯道超车”的希望，但仅靠SUV“一条腿走路”不可持续，而新能源汽车发展存在一哄而上“小乱散”的现象，自主品牌“弯道超车”仍在苦苦探路过程中。

2015年实现“V”型反转

中汽协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汽车产销量分别为2450.33万辆和2459.7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3.25%和4.68%，增速比上年分别减缓4.01个百分点和2.18个百分点。

其中，乘用车产销量分别为2107.94万辆和2114.6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78%和7.30%，增速高于汽车总体增速2.5和2.6个百分点，并首次超过2000万辆；商用车产销量分别为342.39万辆和345.13万辆，同比分别下降9.97%和8.97%。

从全年走势来看，4-8月份，国内汽车销量一度连续四个月出现负增长。 在此背景下，9月2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2015年10月1日到2016年12月31日，对购买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实施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优惠政策。 由于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占整个乘用车市场的比重接近70%，这一政策的效果立竿见影。 仅在政策实施的第一个月10月份，国内汽车销售便达到了222.16万辆，同比增长11.79%，产量也结束了同比连续下滑的局面。 此后的11月和12月，国内车市连续上攻，最终实现“V”型反转。

具体来看，2015年1.6升及以下乘用车销售1450.86万辆，比上年增长10.38%，高于乘用车整体增速，占乘用车销量比重达到68.6%。 1.6升及以下购置税减半政策不仅对汽车总销量增长贡献度达到124.6%，对于节能减排、促进小排量车型消费也起到了很大引导作用。

同时，SUV的持续快速增长成为2015年国内车市的稳定器。 从2015年乘用车四大车型的市场表现来看，轿车销售1172.02万辆，同比下降5.33%，MPV销售210.67万辆，同比增长10.05%，交叉型乘用车销售109.91万辆，同比下降17.47%，相较而言，SUV销售622.03万辆，大幅增长52.39%。

SUV的热销也使近几年来加快布局SUV的自主品牌车企获益良多。 从2015年SUV销量排行榜来看，前十名中，自主品牌一举占据7席，上市公司长城汽车旗下的哈弗H6、哈弗H2，以及长安汽车旗下的CS75、CS35均名列其中。 凭借SUV的热销，国内车市自主品牌的销售占比也大幅提升。 2015年，自主品牌SUV销售334.3万辆，同比增长82.8%，市场份额同比大幅提升了8.9个百分点，达到53.7%。 在此带动下，2015年，自主品牌乘用车销量达到了873.76万辆，同比增长15.3%，市场份额同比提升2.9个百分点，达到41.3%。

2015年，新能源汽车的爆发式增长成为国内车市的最大亮点。 2015年新能源汽车生产340471辆，销售331092辆，同比分别增长3.3倍和3.4倍。 其中，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4633辆和247482辆，同比分别增长4.2倍和4.5倍；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分别完成85838辆和83610辆，同比增长1.9倍和1.8倍。

产能利用率不足隐忧

中汽协预测，2016年国内汽车销量预计增长约6%至2604万辆。 其中，乘用车销量预计增长7.8%至2276万辆。

展望2016年，国内车市仍然有不少有利因素，包括：汽车“供给侧改革”进一步推动刚性需求、1.6升购置税减半和新能源车相关推广等政策推动刺激需求、区域市场有望进一步释放增长潜力、SUV增长趋势延续、公路建设及城建化的推进支持商用车的发展。

其中，SUV的快速增长有望得到延续，并在未来几年对国内车市起到稳定器的作用。 在发达国家的成熟乘用车市场上，SUV车型占整个乘用车销量的比重在35%左右，而目前中国市场SUV车型的占比仅有28%，预计到2018年中国市场SUV车型的占比才能达到35%。 考虑到中国市场对SUV车型的定义十分宽泛，预计国内乘用车市场SUV的占比将接近40%，时间点预计会在2020年。

SUV占到2015年新车型的一半，预计2016年以及未来几年各大车企将继续加大对SUV市场的布局。 以长安汽车为例，公司品牌公关部部长杨大勇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到2020年，长安汽车SUV的销量预计将达到140万辆，如果每款SUV车型达到20万以上的销量，预计能容纳5-7款SUV车型。 目前长安汽车有CS35和CS75两款在售SUV车型，CS15已经于去年年底在广州车展亮相，未来还将推出CS95、CS55，继续加大对SUV市场的布局，建立从微型到全尺寸的SUV全谱系布局。

同时，2016年的国内车市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中汽协认为，宏观经济的下行压力、二手车流通政策、城市限购、3000元节能惠民补贴在2015年结束、进出口市场需求继续下降等因素，将对2016年的国内车市构成不利影响。

特别是产能利用率严重不足的顽疾，将是2016年以及未来几年悬在国内车市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 与国内车市2015年2459.76万辆的销量相比，业内预计，2015年中国汽车行业的产能达到4000万辆，产能利用率严重不足。 据来自国际咨询公司IHS� Automotive的分析数据显示，中国汽车行业2010年整体产能利用率尚有91%，但预计到2015年将降至68%，低于70%的产能利用率“红灯值” 。

新世纪初，国内车市曾经历“黄金十年” ，特别是2009年，在汽车购置税减半和汽车下乡政策的推动下，国内汽车销量达到1364万辆，同比大增46.15%，并一跃成为全球汽车产销第一大国。 在此背景下，各大车企纷纷加大了对中国市场的投资。 据加拿大温莎大学汽车研究中心发布的《主流汽车制造商投资报告》，2012年全球60%的整车产能新建投资流向中国。 从确定投资建厂到工厂投入运行通常需要3年周期，2012年的产能规划将在2015年集中爆发。

而2015年中国车市却急转直下，如果不是2015年9月底购置税减半政策的出台，国内车市2015年全年负增长将是大概率事件。 不少业内人士指出，虽然购置税减免将国内车市一时拉回到了正增长的轨道，但产能过剩、产能利用率不足的隐忧仍然很大。 长安汽车总裁朱华荣指出，1.6升及以下车型购置税减半的刺激政策带来的增长在未来是要还的，一旦该政策今年底终止，刺激的不良后果就会在2017年显现。

弯道超车两大希望

眼下SUV的热销让自主品牌看到了弯道超车的希望。

在轿车领域，合资品牌在A级、B级、C级、D级等各个级别都形成了对自主品牌的全面压制。 2015年，自主品牌轿车销售243.03万辆，同比下降12.5%，市场份额再次下降1.7个百分点，只有20.7%。 与之相比，由于合资品牌在SUV领域长期布局20万元以上的中大型SUV，从而为自主品牌在20万元以下的紧凑型和小型SUV领域留下了广阔空间。

不过，2015年以来，合资品牌通过不断推出紧凑型和小型SUV车型以及价格下探，正不断蚕食自主品牌SUV的固有领地，比如，东风标致2008低配车型9.97万元，福特翼博低配也仅要9.48万元。 另一方面，由于品牌力仍需积累，自主品牌SUV在向上突破的过程中仍需要时间，以长城汽车为例，其推出的哈弗H8、哈弗H9两款中高端SUV在爬坡过程中并不顺利。

从长期来看，自主品牌仅靠SUV一条腿走路也不现实。 朱华荣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SUV仍有望保持快速增长，但我认为汽车市场，无论是轿车市场还是SUV市场，高速增长都有一个时间阶段，过了这个阶段都要回归正常增长，未来SUV市场的高速增长也会回归理性，其未来的市场竞争将会像今天的轿车市场一样激烈。 ”

着眼未来，坚持“两条腿走路”正越来越成为中国品牌车企的共识。 在2015年的长城汽车科技节上，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重申，“长城从来没有放弃轿车业务，也没有停止过轿车生产。 ”朱华荣也表示，“只靠某一个车型要长期站稳脚跟是很困难的，即使轿车很难做，我们也会加大对轿车市场的布局，这是每个车企的必争之地。 ”

新能源汽车则让自主品牌看到了弯道超车的另一个着力点。

2015年，国内新能源汽车生产340471辆，销售331092辆，同比分别增长3.3倍和3.4倍，已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业内人士指出，与国内燃油车落后国外二三十年相比，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国内与国外几乎处在同一起跑线上，这是自主品牌弯道超车的希望所在。

近两年来，比亚迪、长城汽车等自主品牌车企纷纷加大了对新能源汽车的布局。 以比亚迪为例，公司去年6月3日晚披露非公开发行预案，拟以57.40元/股的价格，向不超过10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26132万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50亿元。 其中，铁动力锂离子电池扩产项目总投资60.23亿元，拟投入募集资金60亿元。 该项目完成后将新增动力电池生产能力6Gwh/年，全部用于满足比亚迪新能源汽车生产的需要。

新能源汽车的热销还带动了锂电池产业链的全面启动。 2015年以来，锂电池产业链成为投资最为密集的领域之一。 高工锂电产业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在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持续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基于对动力电池未来的乐观预期，2015年仅在动力电池环节的投资金额就已超过900亿元。 德尔家居、成飞集成、曙光股份、杉杉股份等上市公司纷纷通过定增的方式加码动力锂电池的投资。

不过，无论是整车领域还是锂电池产业链，国内新能源汽车行业再次像传统汽车那样呈现出一哄而上的势头，小乱散的局面不容乐观。 业内人士指出，国内新能源汽车行业亟需整合，否则，力量太分散，研发投入不够，未来很有可能像在传统汽车领域那样落入到新能源汽车的低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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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市“V” 型反转后将步入平稳新常态

中汽协预计2016年销量增长约6%至2604万辆

□本报记者 任明杰

2015年，在购置税减半政策的带动下，一度岌岌可危的国

内汽车市场最终实现“V” 型反转，产销分别达到2450.33万辆

和2459.76万辆，同比增长3.25%和4.68%。

中汽协表示，2016年，国内汽车销量预计增长约6%，达到

2604万辆。 不过，2015年已经凸显的产能利用率严重不足的问

题，仍将是未来几年困扰国内汽车行业的一大隐忧。 尽管SUV

的持续热销和新能源汽车的爆发式增长让自主品牌车企看到了

“弯道超车” 的希望，但仅靠SUV“一条腿走路” 不可持续，而

新能源汽车发展存在一哄而上“小乱散” 的现象，自主品牌“弯

道超车”仍在苦苦探路过程中。

2015年实现“V” 型反转

中汽协数据显示，2015年， 我国汽车产销量

分别为2450.33万辆和2459.76万辆， 同比分别增

长3.25%和4.68%，增速比上年分别减缓4.01个百

分点和2.18个百分点。

其中， 乘用车产销量分别为2107.94万辆和

2114.6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78%和7.30%，增速

高于汽车总体增速2.5和2.6个百分点，并首次超过

2000万辆； 商用车产销量分别为342.39万辆和

345.13万辆，同比分别下降9.97%和8.97%。

从全年走势来看，4-8月份，国内汽车销量一

度连续四个月出现负增长。 在此背景下，9月29

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 从2015年10月1日到

2016年12月31日， 对购买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

车实施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优惠政策。由于1.6升

及以下排量乘用车占整个乘用车市场的比重接近

70%，这一政策的效果立竿见影。仅在政策实施的

第一个月10月份， 国内汽车销售便达到了222.16

万辆，同比增长11.79%，产量也结束了同比连续

下滑的局面。 此后的11月和12月，国内车市连续

上攻，最终实现“V” 型反转。

具体来看，2015年1.6升及以下乘用车销售

1450.86万辆，比上年增长10.38%，高于乘用车整

体增速，占乘用车销量比重达到68.6%。1.6升及以

下购置税减半政策不仅对汽车总销量增长贡献度

达到124.6%，对于节能减排、促进小排量车型消

费也起到了很大引导作用。

同时，SUV的持续快速增长成为2015年国内

车市的稳定器。 从2015年乘用车四大车型的市场

表现来看， 轿车销售1172.02万辆， 同比下降

5.33%，MPV销售210.67万辆，同比增长10.05%，

交叉型乘用车销售 109.91万辆， 同比下降

17.47%，相较而言，SUV销售622.03万辆，大幅增

长52.39%。

SUV的热销也使近几年来加快布局SUV的

自主品牌车企获益良多。 从2015年SUV销量排

行榜来看，前十名中，自主品牌一举占据7席，上

市公司长城汽车旗下的哈弗H6、哈弗H2，以及

长安汽车旗下的CS75、CS35均名列其中。 凭借

SUV的热销， 国内车市自主品牌的销售占比也

大幅提升。 2015年，自主品牌SUV销售334.3万

辆，同比增长82.8%，市场份额同比大幅提升了

8.9个百分点， 达到53.7%。 在此带动下，2015

年，自主品牌乘用车销量达到了873.76万辆，同

比增长15.3%，市场份额同比提升2.9个百分点，

达到41.3%。

2015年，新能源汽车的爆发式增长成为国内

车市的最大亮点。2015年新能源汽车生产340471

辆，销售331092辆，同比分别增长3.3倍和3.4倍。

其中， 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4633辆和

247482辆，同比分别增长4.2倍和4.5倍；插电式混

合动力汽车产销分别完成85838辆和83610辆，同

比增长1.9倍和1.8倍。

产能利用率不足隐忧

中汽协预测，2016年国内汽车销量预计增长

约6%至2604万辆。 其中， 乘用车销量预计增长

7.8%至2276万辆。

展望2016年， 国内车市仍然有不少有利因

素，包括：汽车“供给侧改革” 进一步推动刚性需

求、1.6升购置税减半和新能源车相关推广等政策

推动刺激需求、 区域市场有望进一步释放增长潜

力、SUV增长趋势延续、 公路建设及城建化的推

进支持商用车的发展。

其中，SUV的快速增长有望得到延续， 并在

未来几年对国内车市起到稳定器的作用。在发达

国家的成熟乘用车市场上，SUV车型占整个乘

用车销量的比重在35%左右， 而目前中国市场

SUV车型的占比仅有28%， 预计到2018年中国

市场SUV车型的占比才能达到35%。考虑到中国

市场对SUV车型的定义十分宽泛， 预计国内乘

用车市场SUV的占比将接近40%，时间点预计会

在2020年。

SUV占到2015年新车型的一半，预计2016年

以及未来几年各大车企将继续加大对SUV市场

的布局。以长安汽车为例，公司品牌公关部部长杨

大勇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到2020

年，长安汽车SUV的销量预计将达到140万辆，如

果每款SUV车型达到20万以上的销量，预计能容

纳5-7款SUV车型。目前长安汽车有CS35和CS75

两款在售SUV车型，CS15已经于去年年底在广州

车展亮相，未来还将推出CS95、CS55，继续加大

对SUV市场的布局，建立从微型到全尺寸的SUV

全谱系布局。

同时，2016年的国内车市也面临着诸多挑

战。 中汽协认为，宏观经济的下行压力、二手车流

通政策、 城市限购、3000元节能惠民补贴在2015

年结束、 进出口市场需求继续下降等因素， 将对

2016年的国内车市构成不利影响。

特别是产能利用率严重不足的顽疾， 将是

2016年以及未来几年悬在国内车市头顶上的“达

摩克利斯之剑” 。与国内车市2015年2459.76万辆

的销量相比， 业内预计，2015年中国汽车行业的

产能达到4000万辆，产能利用率严重不足。 据来

自国际咨询公司IHS� Automotive的分析数据显

示， 中国汽车行业2010年整体产能利用率尚有

91%，但预计到2015年将降至68%，低于70%的产

能利用率“红灯值” 。

新世纪初，国内车市曾经历“黄金十年” ，特

别是2009年，在汽车购置税减半和汽车下乡政策

的推动下，国内汽车销量达到1364万辆，同比大

增46.15%， 并一跃成为全球汽车产销第一大国。

在此背景下， 各大车企纷纷加大了对中国市场的

投资。 据加拿大温莎大学汽车研究中心发布的

《主流汽车制造商投资报告》，2012年全球60%

的整车产能新建投资流向中国。 从确定投资建厂

到工厂投入运行通常需要3年周期，2012年的产

能规划将在2015年集中爆发。

而2015年中国车市却急转直下， 如果不是

2015年9月底购置税减半政策的出台， 国内车市

2015年全年负增长将是大概率事件。 不少业内人

士指出， 虽然购置税减免将国内车市一时拉回到

了正增长的轨道，但产能过剩、产能利用率不足的

隐忧仍然很大。 长安汽车总裁朱华荣指出，1.6升

及以下车型购置税减半的刺激政策带来的增长在

未来是要还的，一旦该政策今年底终止，刺激的不

良后果就会在2017年显现。

弯道超车两大希望

眼下SUV的热销让自主品牌看到了弯道超

车的希望。

在轿车领域，合资品牌在A级、B级、C级、D级

等各个级别都形成了对自主品牌的全面压制。

2015年，自主品牌轿车销售243.03万辆，同比下

降12.5%， 市场份额再次下降1.7个百分点， 只有

20.7%。与之相比，由于合资品牌在SUV领域长期

布局20万元以上的中大型SUV，从而为自主品牌

在20万元以下的紧凑型和小型SUV领域留下了

广阔空间。

不过，2015年以来， 合资品牌通过不断推出

紧凑型和小型SUV车型以及价格下探，正不断蚕

食自主品牌SUV的固有领地， 比如， 东风标致

2008低配车型9.97万元， 福特翼博低配也仅要

9.48万元。 另一方面，由于品牌力仍需积累，自主

品牌SUV在向上突破的过程中仍需要时间，以长

城汽车为例，其推出的哈弗H8、哈弗H9两款中高

端SUV在爬坡过程中并不顺利。

从长期来看，自主品牌仅靠SUV一条腿走路

也不现实。 朱华荣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虽然SUV仍有望保持快速增长，但我认为

汽车市场，无论是轿车市场还是SUV市场，高速

增长都有一个时间阶段， 过了这个阶段都要回归

正常增长，未来SUV市场的高速增长也会回归理

性， 其未来的市场竞争将会像今天的轿车市场一

样激烈。 ”

着眼未来，坚持“两条腿走路”正越来越成为

中国品牌车企的共识。 在2015年的长城汽车科技

节上，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重申，“长城从来没

有放弃轿车业务，也没有停止过轿车生产。 ” 朱华

荣也表示，“只靠某一个车型要长期站稳脚跟是

很困难的，即使轿车很难做，我们也会加大对轿车

市场的布局，这是每个车企的必争之地。 ”

新能源汽车则让自主品牌看到了弯道超车的

另一个着力点。

2015年， 国内新能源汽车生产340471辆，销

售331092辆，同比分别增长3.3倍和3.4倍，已超越

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业内人士

指出，与国内燃油车落后国外二三十年相比，在新

能源汽车领域， 国内与国外几乎处在同一起跑线

上，这是自主品牌弯道超车的希望所在。

近两年来，比亚迪、长城汽车等自主品牌车

企纷纷加大了对新能源汽车的布局。 以比亚迪

为例，公司去年6月3日晚披露非公开发行预案，

拟以57.40元/股的价格， 向不超过10名特定对

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26132万股股票，募集资金

总额不超过150亿元。 其中，铁动力锂离子电池

扩产项目总投资60.23亿元，拟投入募集资金60

亿元。 该项目完成后将新增动力电池生产能力

6Gwh/年， 全部用于满足比亚迪新能源汽车生

产的需要。

新能源汽车的热销还带动了锂电池产业链

的全面启动。 2015年以来，锂电池产业链成为投

资最为密集的领域之一。 高工锂电产业研究所的

数据显示，在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持续高速增长

的背景下， 基于对动力电池未来的乐观预期，

2015年仅在动力电池环节的投资金额就已超过

900亿元。德尔家居、成飞集成、曙光股份、杉杉股

份等上市公司纷纷通过定增的方式加码动力锂

电池的投资。

不过，无论是整车领域还是锂电池产业链，国

内新能源汽车行业再次像传统汽车那样呈现出一

哄而上的势头，小乱散的局面不容乐观。业内人士

指出，国内新能源汽车行业亟需整合，否则，力量

太分散，研发投入不够，未来很有可能像在传统汽

车领域那样落入到新能源汽车的低端领域。

■

公司点评

比亚迪 新能源汽车集大成者

作为国内新能源汽车的龙头企业，比亚

迪是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集大成者。 公

司掌握新能源汽车电池、电机、电控核心三

电技术，是整车厂中独家掌握全车产业链的

企业。 在乘用车领域，公司推出的插电式混

合动力汽车“秦” 、“唐” 在同类产品中销量

领先。 在商用车领域，比亚迪K9、E6订单火

爆。 电动车市场爆发带动公司业绩大幅增

长，公司预计2015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

利润为 26.8亿元 -28.5亿元 ， 同比增长

518.18%-557.39%。

长城汽车 SUV销量高速增长

作为国内SUV龙头，受益于1.6升及以下

乘用车购置税减免政策以及年底销售旺季，

长城汽车销售数据再创历史新高，2015年12

月实现销售量9.6万辆， 其中SUV销售7.9万

辆， 同比增长28.8%， 环比增长7.0%。 公司

2015年累计实现销售85.3万辆， 完成年初既

定的85万辆的销量目标。 2016年公司销量目

标为95万辆，同比将增长约12%。中信证券指

出，长城汽车2016年的主要增量将来自于今

年上半年上市的哈弗H7。

长安汽车 率先跨入百万俱乐部

长安汽车2015年累计销售各类汽车277

万辆，同比增长9.7%。 其中，自主品牌汽车共

销售汽车119.9万辆，比上年增长13.6%。特别

是公司自主品牌乘用车全年产销量突破100

万辆，成为国内首个跨入“百万俱乐部” 的自

主品牌乘用车企。 2016年公司自主品牌乘用

车的设计产能将扩建至87万辆，产能布局将

重点偏向于畅销车型逸动、CS75/35、 悦翔

V3/7。（任明杰）

■

记者手记

热销之余还需冷思考

□

本报记者 任明杰

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2015年的爆发式

增长令所有人都始料未及， 特别是8月以来

的翻倍增长不断超出市场预期， 全年生产

340471辆，销售331092辆，同比分别增长3 .3

倍和3 .4倍，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新能源

汽车市场。

新能源汽车的爆发式增长令动力锂电池

出现严重的供不应求局面， 并推动动力锂电

池成为2015年投资最为密集的领域之一，全

年投资金额超过900亿元。动力锂电池的火爆

投资又直接带动了碳酸锂、 六氟磷酸锂等原

材料价格的大幅上涨，2016年1月11日电池级

碳酸锂报价达150000元/吨， 较2015年9月底

涨幅超过100%，六氟磷酸锂价格也从去年10

月的9万元/吨涨至目前的20万元/吨。整个产

业链都呈现出一派火爆的局面。

在新能源汽车领域， 国内与国外几乎处

于同一起跑线上， 这也被业内看作是民族汽

车工业实现“弯道超车”的着力点，并受到政

策的大力扶持。 不过，冷静下来思考，国内企

业要保证在与国外汽车的竞争中“不输在起

跑线上”并非易事。

与在传统汽车领域的做法类似， 国内企

业在新能源汽车方面再次呈现出一哄而上的

态势，“小乱散”的局面令人堪忧。 特别是在

动力锂电池行业，在供不应求的背景下，2015

年，动力锂电池行业群雄逐鹿，大大小小的国

内企业纷纷上马动力锂电池项目，“小乱散”

的局面十分严重。而且，全球动力锂电池巨头

三星SDI和LG化学在华的工厂于去年10月相

继竣工，松下也于近期宣布进军中国，将对国

内锂电池企业产生巨大的竞争压力。 统计数

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国内主流动力锂电池

企业的有效产能为21.7Gwh， 而2015年以来

众企业拟投产的锂动力电池产能将达到

59.6Gwh。 业内人士普遍预计，随着在建产能

的逐步投产，2016年下半年动力锂电池行业

产能过剩的局面不可避免。

同时，自主品牌车企在新能源汽车的研

发方面仍然存在短板。工信部装备司孟祥峰

指出， 我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研发不足，如

动力技术研发能力不足，整车可靠性与国外

存在明显差距， 能耗水平方面也是明显不

足， 前沿技术研发储备不足。 而特斯拉、宝

马、奥迪等国际巨头却在新能源汽车研发领

域不断取得进展。 如最新消息显示，奥迪的

h-tron� quat tro氢动力概念车续航里程达到

600公里， 燃料电池和锂电池共同驱动两个

电力发动机，3个燃料箱只需要4分钟即可灌

满，最高时速达到200公里/小时，百公里加

速不到7秒。

要避免国内新兴产业一再上演的一哄而

上继而一哄而散的悲剧重演， 国内汽车企业

必须摒弃过往一哄而上赚快钱的模式， 集中

力量沉下来静心围绕新能源汽车市场进行技

术创新、商业创新……

2000-2015年中国汽车销量及增长率

汽车月度销量变动趋势

1.6升及以下乘用车占乘用车销量比重

中国品牌乘用车市场份额

2004-2015年中国品牌乘用车、轿车市场份额变化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