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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最大的汽车零部件韩国最大的汽车零部件

制造商现代摩比斯日前表制造商现代摩比斯日前表

示示，，其将在未来三年内投资其将在未来三年内投资

99 万亿韩元万亿韩元 （（约合人民币约合人民币

539539亿元亿元）） 发展自动驾驶和发展自动驾驶和

电动汽车技术电动汽车技术。。

现代摩比斯副总裁现代摩比斯副总裁 KoKo

Young-sukYoung-suk表示表示，，公司计划公司计划

斥资斥资 33 万～万～55 万亿韩元万亿韩元，，提提

升电动汽车零部件生产能升电动汽车零部件生产能

力力；；投资投资 44 万～万～55 万亿韩元万亿韩元

用于研发用于研发，，促进公司未来增促进公司未来增

长长；；向初创公司投资向初创公司投资 15001500

亿韩元亿韩元。。

雄厚的现金储备是现代雄厚的现金储备是现代

摩比斯全力发展自动驾驶和摩比斯全力发展自动驾驶和

电动化技术的底气电动化技术的底气。。20192019

年年初年年初，，现代摩比斯现金储现代摩比斯现金储

备达到备达到77..44万亿韩元万亿韩元。。

近几年近几年，，现代摩比斯不现代摩比斯不

断展示其在自动驾驶和电动断展示其在自动驾驶和电动

汽车领域的发展决心汽车领域的发展决心。。随着随着

电动化市场增长电动化市场增长，，现代摩比现代摩比

斯在现代汽车集团中正在逐斯在现代汽车集团中正在逐

步发挥新能源核心零部件的步发挥新能源核心零部件的

中枢性作用中枢性作用。。

Ko Young- sukKo Young- suk 指 出指 出 ，，

现代摩比斯将从绿色汽车和现代摩比斯将从绿色汽车和

自动驾驶市自动驾驶市场中获得巨大利场中获得巨大利

益益，，20252025 年或将实现逾年或将实现逾 4444

万亿韩元销售额万亿韩元销售额。。并希望将并希望将

现代和起亚之外的其他企业现代和起亚之外的其他企业

的销售额占比的销售额占比，，由当前的由当前的

1010%%提升至提升至4040%%。。 （王文）

大家动起来，新能源车就不“冻”了
本报记者 吴琼

11 月月 1111 日 至日 至 1313 日日 ，， 以以

““把握形势把握形势，，聚焦转型聚焦转型，，引领引领

创新创新””为主题的为主题的20202020中国电中国电

动汽车百人会论坛在北京召动汽车百人会论坛在北京召

开开。。一大批政府相关部门一大批政府相关部门，，

以及汽车以及汽车、、能源能源、、交通交通、、城城

市市、、通讯等领域的行业机构通讯等领域的行业机构

和企业代表参与和企业代表参与，，论坛讨论论坛讨论

了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了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产产

业竞争合作模式以及政策指业竞争合作模式以及政策指

导等业界关切的核心议题导等业界关切的核心议题。。

在中国新能源汽车业在中国新能源汽车业，，甚至甚至

中国汽车业形势最复杂的当中国汽车业形势最复杂的当

下下，，会议聚焦三大核心问会议聚焦三大核心问

题题：：补贴政策是否温和性退补贴政策是否温和性退

坡坡？？后续扶持政策如何后续扶持政策如何？？如如

何发动多方资源何发动多方资源、、推进行业推进行业

发展发展？？

11 月月 1111 日下午日下午，，钓鱼台钓鱼台

国宾馆的芳华苑国宾馆的芳华苑 11 楼楼，，爆发爆发

出热烈的掌声出热烈的掌声。。谈到新能源谈到新能源

汽车业最担心的汽车业最担心的20202020年补贴年补贴

退坡问题时退坡问题时，，工业和信息化工业和信息化

部部长苗圩给大家吃了一颗部部长苗圩给大家吃了一颗

定心丸定心丸：“：“请大家放心请大家放心！”！”随随

后后，，工信部称工信部称，，为稳定市场为稳定市场

预期预期，，保障产业健康持续发保障产业健康持续发

展展，，今年的新能源汽车补贴今年的新能源汽车补贴

政策将保持相对稳定政策将保持相对稳定，，不会不会

大幅退坡大幅退坡，，希望行业企业坚希望行业企业坚

定发展信心定发展信心，，加大创新力加大创新力

度度，，提升产品品质提升产品品质，，加强市加强市

场开拓场开拓，，共同推动我国新能共同推动我国新能

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

（（原科技部部长原科技部部长））万钢也在会万钢也在会

上吹起了暖风上吹起了暖风：“：“建议建议 20202020

年年底前年年底前，，稳定现有新能源稳定现有新能源

汽车财政补贴政策汽车财政补贴政策，，不再对不再对

补贴产品的技术指标做新的补贴产品的技术指标做新的

调整调整，，让企业把更多的时间让企业把更多的时间

和精力投入到补贴退出后的和精力投入到补贴退出后的

产品规划与研发工作中产品规划与研发工作中。”。”中中

国电动汽车百人会副理事国电动汽车百人会副理事

长长、、原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原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

务副会长董扬呼吁务副会长董扬呼吁：“：“建议建议

20202020年补贴依然按照年补贴依然按照20192019年年

后半年的标准执行后半年的标准执行，，别再变别再变

了了。”。”

万钢指出万钢指出，，20192019 年中央年中央

和地方财政补贴退坡幅度已和地方财政补贴退坡幅度已

超过超过 7070%%。。能源基金会能源基金会 （（中中

国国）） CEOCEO 兼总裁邹骥指出兼总裁邹骥指出：：

““补贴一退坡补贴一退坡，，对中国电动汽对中国电动汽

车销量冲击非常直接车销量冲击非常直接。”。”中国中国

新能源汽车销量出现了新能源汽车销量出现了1111年年

来的首次下滑来的首次下滑。。中国汽车工中国汽车工

业协会的数据显示业协会的数据显示，，20192019年年

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为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为120120..66

万辆万辆，，同比下滑同比下滑44%%。。

不少车企反应不少车企反应，，补贴大补贴大

幅退坡幅退坡，，导致导致20192019年全行业年全行业

盈利能力恶化盈利能力恶化。。比亚迪也扛比亚迪也扛

不住了不住了，，其其20192019年第三季度年第三季度

扣非后归母净利润迅速转盈扣非后归母净利润迅速转盈

为亏为亏，，亏损亏损 11..5353 亿元亿元，，同比同比

大跌大跌 130130..1212%% （（20182018 年第三年第三

季度季度，，比亚迪大赚比亚迪大赚 55..0808 亿亿

元元）。）。

车企们更担心政策变动车企们更担心政策变动

的不确定性和滞后性的不确定性和滞后性，，会影会影

响生产节拍响生产节拍。“。“我们需要一个我们需要一个

稳定的环境稳定的环境。”。”董扬指出董扬指出：：

““ 比 如比 如 ，， 车 购 税 优 惠 政 策车 购 税 优 惠 政 策

‘‘20252025 年 全 免年 全 免 、、 20302030 年 减年 减

半半’，（’，（应该应该）） 赶快告诉大赶快告诉大

家家，，给大家一个稳定的预给大家一个稳定的预

期期，，大家好好生产车大家好好生产车。”。”

从论坛上主管部门的发从论坛上主管部门的发

言看言看，，在后补贴时代在后补贴时代，，扶持扶持

政策将从政策将从““正向奖励正向奖励””转向转向

““半奖半罚半奖半罚”，”，即从过去的即从过去的

““胡萝卜胡萝卜””变为变为““胡萝卜胡萝卜++大大

棒棒”。”。双积分和碳排放政策是双积分和碳排放政策是

重要的配套扶持政策重要的配套扶持政策。。

据悉据悉，，主管部门希望提主管部门希望提

高门槛高门槛，，通过市场侧改革通过市场侧改革，，

发挥双积分政策和碳排放政发挥双积分政策和碳排放政

策的作用策的作用。。

苗圩明确指出苗圩明确指出，，提高门提高门

槛槛，，让正积分能够更加值让正积分能够更加值

钱钱。。进一步完善双积分政进一步完善双积分政

策策，，将其作为补贴退坡以后将其作为补贴退坡以后

的一个接续政策的一个接续政策。。苗圩称苗圩称：：

““尽早发布双积分的管理办尽早发布双积分的管理办

法法，，要结合行业的发展新情要结合行业的发展新情

况况，，科学合理地设计科学合理地设计20212021到到

20232023年新能源汽车积分比例年新能源汽车积分比例

的要求的要求。。同时同时，，要引入低油要引入低油

耗车鼓励措施和积分交易灵耗车鼓励措施和积分交易灵

活性的机制活性的机制，，进一步完善传进一步完善传

统内燃机汽车与新能源汽车统内燃机汽车与新能源汽车

协调发展的机制协调发展的机制，，把握好新把握好新

旧动能转换的节奏旧动能转换的节奏。”。”预计预计

20202020年后年后，，车型里程车型里程、、电耗电耗

水平水平、、百公里电耗百公里电耗、、电池能电池能

量密度等指标或被纳入双积量密度等指标或被纳入双积

分考核分考核。。

万钢呼吁出台碳排放管万钢呼吁出台碳排放管

理政策理政策，“，“优化实施双积分的优化实施双积分的

管理制度管理制度，，最终还是要归入最终还是要归入

到碳交易的过程当中到碳交易的过程当中，，因为因为

新能源汽车的最大贡献就是新能源汽车的最大贡献就是

减少了碳排放减少了碳排放。”。”从从 20202020 年年

起起，，欧盟已经执行了新的碳欧盟已经执行了新的碳

排放标准排放标准：：9595%%的新车二氧的新车二氧

化碳平均排放值将从目前的化碳平均排放值将从目前的

120120..55g/g/公 里 降 低 到公 里 降 低 到 9595g/g/公公

里里。。未达标的车型未达标的车型，，每超过每超过

11gg将处以将处以9595欧元的罚款欧元的罚款。。

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不不

能过度依赖政策扶持能过度依赖政策扶持。。与会与会

企业和机构纷纷支招企业和机构纷纷支招““如何如何

合力突围合力突围”。”。如何解决如何解决““充电充电

难难、、续航里程焦虑症续航里程焦虑症”，”，成为成为

关注点之一关注点之一。。多方呼吁政策多方呼吁政策

扶持扶持、、商业化商业化、、技术手段齐技术手段齐

头并进头并进，，让充电桩赚钱让充电桩赚钱。。

目前目前，，快速增长的电动快速增长的电动

汽车和电网之间的矛盾已经汽车和电网之间的矛盾已经

初步显现初步显现。。由于电动车发展由于电动车发展

过快过快，，部分地区电网配套明部分地区电网配套明

显跟不上显跟不上。。尤其在一些老旧尤其在一些老旧

的居民小区里的居民小区里，，电动汽车快电动汽车快

速增长速增长，，充电无序充电无序，，配电网配电网

的压力加大的压力加大，，影响到居民正影响到居民正

常用电常用电。。另外另外，，电动车车主电动车车主

经常碰到急需充电时经常碰到急需充电时，，四处四处

找不到充电桩找不到充电桩，，好不容易找好不容易找

到充电桩到充电桩，，却发现是坏的却发现是坏的。。

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

促进联盟主任张帆建议促进联盟主任张帆建议：“：“随随

着新能源汽车推广运营的规着新能源汽车推广运营的规

模不断地扩大模不断地扩大，，希望在希望在20252025

年之前能够持续对充电基础年之前能够持续对充电基础

设施建设和运营予以补贴和设施建设和运营予以补贴和

奖励奖励，，鼓励充电设施发展鼓励充电设施发展，，

同时落实地方补贴转向补贴同时落实地方补贴转向补贴

充电的政策充电的政策。”。”国家能源局监国家能源局监

管总监李冶表示管总监李冶表示，，20202020 年年，，

能源局将推进充电桩配套发能源局将推进充电桩配套发

展展。。中国工程院院士黄其励中国工程院院士黄其励

建议建议：“：“加强充换电的总体布加强充换电的总体布

局局，，让科学互联让科学互联、、有序互联有序互联

构成一个良性的生态圈构成一个良性的生态圈。。从从

上到下上到下，，做好纳入城网的充做好纳入城网的充

电电 （（布局布局）） 规划规划。。以市场化以市场化

手段手段，，联合运营商联合运营商，，使充电使充电

设备能够互联互通设备能够互联互通，，提高体提高体

验感验感。”。”

上海市率先推出了上海市率先推出了““万万

电齐发电齐发””计划计划，，鼓励各方参鼓励各方参

与与，，在分享充电业在分享充电业““大蛋大蛋

糕糕””的同时的同时，，降低巨大的投降低巨大的投

资成本资成本。。上海市电力需求响上海市电力需求响

应 中 心 主 任 郑 庆 荣 表 示应 中 心 主 任 郑 庆 荣 表 示 ，，

20202020年年，，上海将把电动汽车上海将把电动汽车

的充电桩纳入虚拟电厂的调的充电桩纳入虚拟电厂的调

控资源中控资源中，，开展试点应用开展试点应用。。

““发电厂的投资非常大发电厂的投资非常大，，如果如果

加上电网配网的投资加上电网配网的投资，（，（将将））

达到达到11..11万亿万亿。。通过通过 （（提高提高））

虚拟电厂的调节能力虚拟电厂的调节能力，，可以可以

（（降低电网投资成本降低电网投资成本））实现多实现多

方共赢方共赢。”。”这建立在合理规划这建立在合理规划

和补偿机制的基础上和补偿机制的基础上。。第第

一一，，公交车公交车、、出租车主要充出租车主要充

电时间基本集中在晚上电时间基本集中在晚上。。如如

果分析充电桩的具体运行时果分析充电桩的具体运行时

间间，，合理规划合理规划，，将有助于实将有助于实

现电力供应的削谷平峰现电力供应的削谷平峰。。第第

二二，，结合储能设备助力错峰结合储能设备助力错峰

充电充电、、高峰放电高峰放电，，建设智慧建设智慧

的充电体系的充电体系。。第三第三，，建立完建立完

善的补偿机制善的补偿机制，，类似类似““谁得谁得

益谁花钱益谁花钱””的原则的原则，，让受益让受益

方方 （（电力集团电力集团、、政府等政府等）） 拿拿

出一部分钱出一部分钱，，补贴给新的电补贴给新的电

力提供方力提供方 （（负荷集成商负荷集成商、、用用

户户）。）。

11月月1313日日，，伟巴斯特在伟巴斯特在

浙江省嘉兴市举行嘉兴新工浙江省嘉兴市举行嘉兴新工

厂及新能源动力电池系统研厂及新能源动力电池系统研

发中心的落成仪式发中心的落成仪式。。伟巴斯伟巴斯

特集团全球董事会主席英格特集团全球董事会主席英格

曼博士在活动中表示曼博士在活动中表示，，伟巴伟巴

斯特将进一步推进斯特将进一步推进““加强和加强和

参与参与””双重战略双重战略：：一方面一方面，，

将加强汽车天窗核心业务将加强汽车天窗核心业务；；

另一方面另一方面，，将在中国市场开将在中国市场开

拓全新电池业务领域拓全新电池业务领域，，并为并为

伟巴斯特全球最大的单一市伟巴斯特全球最大的单一市

场提供电动汽车解决方案场提供电动汽车解决方案。。

自自 20192019 年 秋 季 以 来年 秋 季 以 来 ，，

伟巴斯特武汉新工厂便开始伟巴斯特武汉新工厂便开始

了天窗了天窗、、加热器和充电桩的加热器和充电桩的

生产生产。。在嘉兴工厂在嘉兴工厂，，伟巴斯伟巴斯

特除了生产天窗外特除了生产天窗外，，还同时还同时

建立了新能源动力电池系统建立了新能源动力电池系统

研发中研发中心心。。伟巴斯特去年为伟巴斯特去年为

中国客户生产约中国客户生产约650650万套汽万套汽

车天窗车天窗，，以以及加热器和充电及加热器和充电

桩产品桩产品。。伟巴斯特嘉兴工厂伟巴斯特嘉兴工厂

是伟巴斯特在中国市场的第是伟巴斯特在中国市场的第

1111 个全资制造基地个全资制造基地，，年产年产

能超过能超过150150万套汽车天窗万套汽车天窗。。

伟巴斯特新能源动力电伟巴斯特新能源动力电

池系统研发中心拥有研发及池系统研发中心拥有研发及

测试测试、、样件开发及设计的技样件开发及设计的技

术能力术能力。。 （甘文）

伟巴斯特嘉兴新厂落成

本报记者 林芸

11 月月 99 日日，，耐世特在华耐世特在华

再落一子再落一子。。其位于苏州的先其位于苏州的先

进技术中心举行开业典礼进技术中心举行开业典礼，，

这不仅进一步加强了企业工这不仅进一步加强了企业工

程技术能力的全球化程技术能力的全球化，，同时同时

也提升了本地技术支持也提升了本地技术支持，，并并

能更好地把握亚太地区市场能更好地把握亚太地区市场

增长机遇增长机遇。。

据悉据悉，，该技术中心占地该技术中心占地

3000030000多平方米多平方米，，自主拥有自主拥有

系统系统、、完整的工程流程完整的工程流程————

从样件中心到测试实验室从样件中心到测试实验室，，

从机械设计到软件开发从机械设计到软件开发、、从从

测试跑道到全球贴近客户的测试跑道到全球贴近客户的

制造工厂制造工厂。。技术中心将主要技术中心将主要

为亚太地区客户服务为亚太地区客户服务，，主要主要

开发该地区客户所需要的管开发该地区客户所需要的管

柱 式 电 动 助 力 转 向 系 统柱 式 电 动 助 力 转 向 系 统

（（EPSEPS），），同时承担销售同时承担销售、、采采

购购、、财务等亚太区总部管理财务等亚太区总部管理

职能职能。。

耐世特是全球领先的一耐世特是全球领先的一

级汽车零部件生产商级汽车零部件生产商，，产品产品

涉及电动助力转向系统涉及电动助力转向系统、、转转

向管柱和中间轴向管柱和中间轴、、先进驾驶先进驾驶

辅助系统以及自动驾驶技术辅助系统以及自动驾驶技术

等等。。耐世特汽车系统全球首耐世特汽车系统全球首

席执行官赵桂斌表示席执行官赵桂斌表示，，亚太亚太

技术中心的开业运营将进一技术中心的开业运营将进一

步加强全球工程团队的实步加强全球工程团队的实

力力，，提升全球和本地的工程提升全球和本地的工程

效率效率。。

耐世特先进技术中心开业

将投资539亿元
现代摩比斯发展未来技术

掌声响起来

2020年补贴不会

大幅退坡

配套政策扶持：

双积分+碳排放

丂丂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丂丂

各方支招：

创新突围

丂丂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丂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