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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近日，，北汽福田北汽福田、、中中

石化北京石油分公司石化北京石油分公司、、北北

京民航机场巴士京民航机场巴士、、亿华通亿华通

四方达成氢燃料电池汽车四方达成氢燃料电池汽车

运营合作意向运营合作意向，，将在氢燃将在氢燃

料电池汽车研发料电池汽车研发、、生产生产、、

运营及加氢站建设方面深运营及加氢站建设方面深

度合作度合作。。

本次四方合作本次四方合作，，把氢把氢

燃料电池汽车导入北京机燃料电池汽车导入北京机

场绿色运输体系场绿色运输体系，，开创了开创了

国内氢燃料电池汽车应用国内氢燃料电池汽车应用

场景先河场景先河。。作为国家战略作为国家战略

新兴产业发展高地新兴产业发展高地，，也是也是

产业发展的重要风向标产业发展的重要风向标，，

北京市对氢能产业的支持北京市对氢能产业的支持

力度稳步提升力度稳步提升，，各级主管各级主管

部门协力推动产业前行部门协力推动产业前行。。

比亚迪“刀片电池”露真容
33 月月 2929 日日，，业内热议许业内热议许

久的比亚迪久的比亚迪““刀片电池刀片电池””终终

于露出真容于露出真容。。

““刀片电池刀片电池””是比亚迪最是比亚迪最

新开发的新一代磷酸铁锂电新开发的新一代磷酸铁锂电

池池。。过去几年过去几年，，由于能量密由于能量密

度相对较低度相对较低，，磷酸铁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

在新能源乘用车厂商追求续在新能源乘用车厂商追求续

航里程的竞赛中航里程的竞赛中，，被能量密被能量密

度更高度更高、、但热稳定性较差的但热稳定性较差的

三元锂电池甩在了身后三元锂电池甩在了身后。。比比

亚迪表示亚迪表示，“，“刀片电池刀片电池””具有具有

非常高的安全性非常高的安全性，，并且体积并且体积

及能量密度与及能量密度与 811811 三元锂电三元锂电

池接近池接近，，可满足单次充电可满足单次充电600600

公里续航的装机需求公里续航的装机需求。。在电在电

池寿命方面池寿命方面，，比亚迪比亚迪““刀片刀片

电池电池””可充放电可充放电 30003000 次以次以

上上 ，， 行 驶行 驶 120120 万 公 里万 公 里 。。 目目

前前，，比亚迪比亚迪““刀片电池刀片电池””已已

经进入量产阶段经进入量产阶段。。今年今年 66 月月

左右左右，，将搭载在比亚迪汉车将搭载在比亚迪汉车

型上并投产上市型上并投产上市。。比亚迪副比亚迪副

总裁何龙称总裁何龙称：“：“今天今天，，几乎你几乎你

能想到的所有汽车品牌能想到的所有汽车品牌，，都都

在和我们探讨基于在和我们探讨基于‘‘刀片电刀片电

池池’’技术的合作方案技术的合作方案。”。”

比亚迪集团董事长兼总比亚迪集团董事长兼总

裁王传福在发布会上表示裁王传福在发布会上表示，，

““刀片电池刀片电池””最大的特点就是最大的特点就是

安全安全。。他自信地宣称他自信地宣称：“‘：“‘刀刀

片电池片电池’’将引领全球动力电将引领全球动力电

池技术路线重回正道池技术路线重回正道，，把把

‘‘自燃自燃’’这个词从新能源汽车这个词从新能源汽车

的字典里彻底抹掉的字典里彻底抹掉。”。”

比亚迪在比亚迪在 20192019 年全年取年全年取

得营业收得营业收入入12771277..44亿元亿元，，同比同比

下降下降11..88%%；；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净利润净利润1616..11亿元亿元，，同比大幅下同比大幅下

降降 4242%% ，， 净 利 润 率 仅 为净 利 润 率 仅 为

11..33%%，，公司利润已连续三年公司利润已连续三年

呈现持续下降趋势呈现持续下降趋势。。比亚迪比亚迪

表示表示，，净利润同比下滑主要净利润同比下滑主要

为行业及政策变化为行业及政策变化，，以及研以及研

发费用上升所致发费用上升所致。。

“刀片电池”出鞘比亚迪能否扳回一城？

东方财富网：由于产

业闭环模式，比亚迪错失

了动力电池市场扩张的黄

金期。2017年以前，比亚

迪一直是国内最大的动力

电池供应商。凭借中国新

能源汽车市场的突飞猛

进，宁德时代完成了对比

亚迪的超越，并且两者之

间的差距越来越大。2019

年，比亚迪动力电池装机

量仅为宁德时代的三分之

一。不过，随着比亚迪越

来越放开，长达近二十年

全产业链闭环的技术积累

或将扭转这一劣势，尤其

是“刀片电池”的发布。

时代财经：“刀片电

池”已正式出鞘，比亚迪

的电池业务，乃至整个新

能源汽车供应链业务能否

在彻底放开后，后来居

上，打破现有市场格局？

值得期待。

倒逼整个新能源汽车行业做出改变

界面新闻：在王传福

看来，在新能源乘用车领

域许多企业陷入对续驶里

程的攀比之中。正是对电

池能量密度不切实际的追

求，彻底带偏了动力电池

行业发展路线，“刀片电

池”将倒逼整个新能源汽

车行业做出改变，

东方财富网：随 着

“刀片电池”亮相，磷酸铁

锂电池的渗透率有望获得

提升，我国自主动力电池

行业前景将更为光明。整

车成本也有望随之降低。

更期待“材料级突破”

21 世纪经济报道：

“刀片电池”究其本质，仍

然是一种电芯结构上的创

新。业内所期待的仍然是

材料级的突破。特斯拉有

望在四月份推出新的无钴

电池技术路线，一旦产品

方案具有可靠性，可能会

对磷酸铁锂乃至主流的三

元锂模式产生较大影响。

第一财经日报：从理

论上来说，磷酸铁锂电池

比三元锂电池安全一些，

但磷酸铁锂电池也发生过

起火的情况。是否安全？

这与生产工艺、品控等密

切相关，并不存在哪一种

电池绝对安全。

真颠覆还是炒概念？

新浪：此前，“质疑”

和“看好”这两种声音早已

在业界和资本市场发酵。

比亚迪也曾在1个多月里，

市值上涨600多亿元。两种

电池的好处都占，还便宜，

“刀片电池”想不红都难。

“比亚迪并没有重新发明

铁电池，只是重新设计了

外观和电池包。”

环球时报：德国新闻

电视台称，中国电动车及

电池制造商比亚迪推出一

款名为“刀片电池”的新一

代磷酸铁锂电池。兼具传

统磷酸铁锂电池和三元电

池的优点，“这听起来像好

莱坞电影中的科幻产品。”

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和免税政策延长2年
33月月3131日日，，国务院总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

常务会议常务会议。。

会议指出会议指出，，为促进汽为促进汽

车消费车消费，，会议确定会议确定，，一是一是

将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和将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和

免征购置税政策延长免征购置税政策延长 22

年年。。二是中二是中央财政采取央财政采取

““以奖代补以奖代补”，”，支持京津冀支持京津冀

等重点地区淘汰等重点地区淘汰““国三国三””及及

以下排放标准柴油货车以下排放标准柴油货车。。

三三是对于二手车经销企业是对于二手车经销企业

销售旧车销售旧车，，从从 55 月月 11 日起日起

至至 20232023 年年底减按销售年年底减按销售

额的额的00..55%%征收增值税征收增值税。。

一汽红旗前三个月销量同比增长88%
今年第一季度今年第一季度，，一汽一汽

红旗累计销量突破红旗累计销量突破 2500025000

辆辆，，同比增长同比增长8888%%。。其在其在

22月份销售了月份销售了37523752辆辆，，同同

比增长比增长 3232..55%%。。红旗品牌红旗品牌

的增长势头早在的增长势头早在 20192019 年年

便展露出来便展露出来，，去年全年累去年全年累

计销量突破计销量突破 1010 万辆万辆，，同同

比增幅高达比增幅高达203203%%。。

比亚迪丰田合资公司正式成立
33月月2525，，比亚迪丰田比亚迪丰田

电动车科技有限公司正式电动车科技有限公司正式

成立成立，，这是丰田在华的第这是丰田在华的第

三家合资公司三家合资公司。。该公司所该公司所

生产和销售的车型将挂丰生产和销售的车型将挂丰

田田 LOGOLOGO。。该公司的经该公司的经

营范围主要分为两个方营范围主要分为两个方

面面，，第一是设计第一是设计、、开发纯开发纯

电动汽车及其衍生车辆电动汽车及其衍生车辆，，

以及纯电动汽车及衍生车以及纯电动汽车及衍生车

辆零部件辆零部件；；第二是纯电动第二是纯电动

汽车及其衍生车辆用零部汽车及其衍生车辆用零部

件件、、组件组件，，以及总成的进以及总成的进

出口及销售出口及销售、、售后服务售后服务、、

相关咨询等业务相关咨询等业务。。

潍柴氢燃料电池发动机工厂正式投产
33月月3131日日，，潍柴集团潍柴集团

2000020000 台氢燃料台氢燃料电池发动电池发动

机 工 厂 正 式 投 产机 工 厂 正 式 投 产 。。20182018

年年，，潍柴全面启动燃潍柴全面启动燃料电料电

池产业园建设项目池产业园建设项目，，它是它是

目前全球目前全球最大的氢燃料电最大的氢燃料电

池发动机制造基地池发动机制造基地。。同时同时，，

潍柴在山东先后建设了潍柴在山东先后建设了33

座 撬 装 式 加 氢 站座 撬 装 式 加 氢 站 、、11 座座

10001000kgkg 固定式加氢站固定式加氢站，，以以

及及 77 条公交运营专线条公交运营专线，，投投

放氢燃料电池公交车放氢燃料电池公交车200200

多辆多辆，，成为全球氢燃料电成为全球氢燃料电

池商用车区池商用车区域性示范投放域性示范投放

产品最多的企业之一产品最多的企业之一。。

苹果研发太阳能汽车技术
苹果公司正在研究如苹果公司正在研究如

何利用太阳能给电动车充何利用太阳能给电动车充

电电。。日前日前，，美国专利和商美国专利和商

标局向苹果授予了这项太标局向苹果授予了这项太

阳能充电专利阳能充电专利。。

据专利文件显示据专利文件显示，，苹苹

果仍希望在柔性材料的基果仍希望在柔性材料的基

础上开发薄膜光伏电池础上开发薄膜光伏电池。。

苹果正在考虑的材料类型苹果正在考虑的材料类型

包括织物包括织物、、聚合物聚合物、、皮革皮革

等等。。苹果还认为苹果还认为，，开发太开发太

阳能面板的柔性材料也可阳能面板的柔性材料也可

以被整合到头戴式耳机或以被整合到头戴式耳机或

其他电子设备的外壳上其他电子设备的外壳上，，

比如手表比如手表、、手机等手机等。。

美的进军新能源汽车产业
近日近日，，美的集团发布美的集团发布

《《关于收购北京合康新能关于收购北京合康新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权

的提示性公告的提示性公告》，》，称公司称公司

将通过下属子公司美的暖将通过下属子公司美的暖

通收购合康新能控股权通收购合康新能控股权，，

收购价为收购价为 77..44 亿元亿元。。交易交易

完成后完成后，，美的暖通将控制美的暖通将控制

合康新能合康新能 2323..7373%%的表决的表决

权权 。。 合 康 新 能 创 建 于合 康 新 能 创 建 于

20032003 年年，，是一家专业从是一家专业从

事工业自动化控制和新能事工业自动化控制和新能

源装备的高新技术企业源装备的高新技术企业。。

对于此次交易对于此次交易，，业内人士业内人士

认为认为，，美的除了看重合康美的除了看重合康

新能在空调领域的优势新能在空调领域的优势

外外，，更加在意其在新能源更加在意其在新能源

汽车产业的布局汽车产业的布局。。

2020年北美车展确认取消
据底特律新闻网报据底特律新闻网报

道道，，原定于原定于66月举行的北月举行的北

美车展美车展（（底特律车展底特律车展））宣宣

布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布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爆发而被迫取消爆发而被迫取消。。举办场举办场

地地 TCFTCF 中心将被美国联中心将被美国联

邦紧急事务管理局邦紧急事务管理局 （（FEFE--

MAMA）） 征用征用，，改建成集中改建成集中

收治病患的方舱医院收治病患的方舱医院。。

北汽福田、中石化等共推北京机场氢能交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