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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推动自主品牌车企成立汽车金融公司解决贷款难

统一动力电池标准等解决续航难

代表支招助推新能源汽车
“
加速跑”
新能源汽车很火，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
报告中，还连发了多个“政策红包”——
—“将
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优惠政策再延长
三年”“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扩大
新能源汽车领域开放”。事实上，在石油资
源与环境保护的双重约束下，发展新能源
汽车正成为世界各国应对能源及环境压
力，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占据制高点的战
略性选择。但与此同时，新能源汽车产业
发展，也遇到了销售压力大、基础设施落
后、电池处置难等系列问题。3月15日，三
湘都市报记者邀请部分全国人大代表为
推广新能源汽车支招。
■特派记者 黄京 刘璋景

【现状】

买新能源汽车贷款门槛高

新能 源汽 车 到 底 有 多
火？全国人大代表、长丰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李建新提供了这样一
份调研数据：2017年全国汽
车销量增速仅为2.1%，但其
中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达
56万辆， 比2016年增长了
75%。
“快速的增长， 主要得
益于国家的产业支持政策、
技术研发支持、购车补贴、充
电设施发展、 牌照支持等覆
盖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主要环
节的支持措施， 其中力度最
大的为购车补贴政策。”
但李建新分析，根据今
年年初财政部等四部委联
合发布的《关于调整完善新
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
贴政策的通知》， 国家对新
能源汽车提高了补贴门槛，
同时补贴 金额总体呈下降
态势，至2020年后补贴将完
全退出。而按照我国《汽车产
业 中 长 期 发 展 规 划》， 到
2020年，我国的新能源汽车
年产销要达到200万辆。“虽
然有新能源双积分政策的强
制执行为新能源汽车产业发
展保驾护航， 但作为汽车企
业特别是作为我国新能源汽
车战略发展主力的自主品牌
车企， 将面临极大的风险和
压力， 一方面按国家政策必
须生产足够比例的新能源
车， 另一方面却面临巨大的
新能源车销售压力。”
李建新认为，首先可能
出现的问题是，政策性补贴
滑坡或引发车价上涨，新能
源汽车销售将更加困难。目
前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
仍是车企难以消解的主要
成本构成，也是目前新能源
汽车价难降的主要原因。
“有政府补贴时， 车企成本
被国家补贴消解，补贴退坡
乃至取消后，车企成本只有
从消费者手中赚回，新能源

汽车价格上涨或成必然。尽
管很多城市将出台限行、限
购、限牌政策，引导消费者
选择新能源汽车，但消费者
在别无可选、新能源汽车成
本又居高不下的情形下，对
于新能源汽车的价格承受
能力将更加脆弱。相比传统
汽车，消费者的购车资金压
力更大。”
在调研中，李建新还发
现，市面上做新能源汽车零
售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较
传统燃油汽车少，且贷款门
槛实际更高，严重影响了新
能源车消费者的购车体验
和成交。特别是由于新能源
车动力电池较高的折旧率，
导致新能源汽车的保值率
显著低于传统的燃油汽车；
另外，新能源二手车由于缺
乏客观、公正、便于操作的
通行估值方法而流通极其
不活跃。“虽然新的贷款管
理办法规定新能源汽车贷
款首付比例最低降至15%，
而实际在新车贷款时，更多
的金融机构更偏向于优先
向燃油汽车发放贷款，导致
新能源汽车消费者面临更
高的贷款门槛和贷款利率
等，甚至有时候可能出现无
处可贷，直接影响了消费者
的购车成交。”
特别 是大 部 分 自 主 品
牌车企由于没有自己的汽
车金融公司，在销售中明显
缺乏竞争力。“几乎全部合
资品牌车企及极少几家自
主品牌车企，已成立汽车金
融公司，可通过调节自有金
融资源应对市场需求，但对
于大部分自主品牌车企，一
方面需应对激烈的市场竞
争，另一方面由于缺乏自有
汽车金融公司，无法为自己
旗下新能源车消费者提供
贷款，导致在新能源车销售
中显得尤为被动。”

吴端华代表

李建新代表

支招
推动自主品牌车企
成立汽车金融公司
在李建新看来，自主品牌车
企拥有自己的汽车金融公司，将
为旗下新能源汽车销售提供多
元化、创新型的汽车金融产品支
持，成为促进自主品牌车企新能
源汽车销售非常重要的有利条
件。他建议支持自主品牌车企成
立汽车金融公司、进入汽车金融
行业领域提供政策扶持，以达到
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目
的。“这样既可以有效促进新能
源汽车销售，又有利于帮助新能
源车企提升盈利能力，分享到新
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带来的新增
汽车金融业务利润，有利于新能
源汽车产业的良性健康发展。”
当前中国汽车金融市场渗
透率不高， 新能源汽车金融市
场巨大。李建新说，目前中国汽
车金融的渗透率约为35%，而美
国汽车金融的渗透率已超过
80%，且全球汽车金融的平均渗
透率也在70%以上，中国和领先
国家的差距明显， 汽车金融产
品渗透和创新都有着较大的提
升空间。
另外， 他还建议规范新能源
汽车后市场管理体系， 解决新能
源二手车出手难、残值率低、办理
贷款难等影响消费者购买新能源
车的难题。
“
二手车市场方面建立
专业的新能源汽车回收、处理、置
换体系， 规范新能源二手车金融
业务流程， 设置合理的新能源二
手车残值估值标准及购车贷款额
度、比例，这不仅有助于解决消费
者购买新能源车的后顾之忧，也
有利于培育新能源车市场。”

【现状】

电池寿命不长，充电不便

如果问消费者为什么不买新能
源车， 大部分人最担心的还是续航
能力以及充电的问题。事实上，大家
的担心也不无道理。全国人大代表、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公司
总装分厂调整车间班组长吴端华做
过调研， 目前纯电动汽车电池包的
能量密度不够（市场上电池系统能
量 密 度 处 于 120-140Wh/kg 之
间， 单体能量密度最高达
300Wh/kg）， 理论续航里程处于
300-400公里之间。在实际的使用
过程中，由于大灯、空调及娱乐设
备的开启， 会导致续航里程再下
降，难以满足日常使用需求。
“电能补充不便捷的现象也很
普遍。”吴端华说，市场上充电桩等
基础设施尚不完善，城市交通网络
中新能源车的充电桩分布太少。有
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全国累

计建成公共充电桩21.4万个。这一
数字， 距离我国提出的2020年新
增480万个充电桩 （满足全国500
万辆电动汽车充电需求）的目标还
有很大的差距。“充电时间长，慢充
需8-10个小时才能充满， 快充40
分钟只能达80%电量，充电技术有
待提升。”吴端华告诉记者，除了充
电桩少，还会存在充电通讯协议不
统一的情况。“也就是说，即便有充
电桩， 但因为与电动汽车不适配，
也不能充电。”
电池是纯电动车的“精华”所
在，但吴端华发现，现在存在电池
寿命不长、价格昂贵的情况。“厂家
对电池的承诺一般是5年或者10
万公里，如电池超出质保期，消费
者将承担巨额费用，因此消费者存
在忌惮心态，致使新能源电动车推
广困难。”

支招
统一动力电池标准，大力推进充电设施建设
针对电池的问题， 吴端华建
议，首先要更深层次统一动力电池
标准。比如，行业电池模组的外形
尺寸、固定方式、接口、BMS协议等
各种技术数据均进行统一，实行租
赁电池互换政策， 以便替代与转
换；将动力电池固定方式统一为快
速拆装结构等。“这样新能源电动
车在电量不足时可以采取充电或
更换动力电池两种方式来解决。”
他还呼吁发展国家品牌计划，鼓励
科技人员积极研究攻关，开发出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储电能力更加强
大、电池重量更加轻的新能源车专
用电池， 切实提高电池的续航能

力，有效降低电池的制造成本。
他还建议开展电池专业管理
政策导向，推动电池管理行业发展，
促进新能源车动力电池及充电站
运营与管理，实现电池能量补充更
换及电池折旧回收等机能。
针对充电设施建设的问题，吴
端华建议要明确要求充电接口及
通信协议等标准的修订与颁布，积
极推进充电接口互操作性检测及
服务平台间数据交换等相关标准
的制修订，建立健全电动汽车产品
与充电设备的认证与准入管理体
系，实现不同厂商充电设备与不同
品牌电动汽车之间的兼容互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