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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月月3131日日，，货车之家货车之家

（（南京南京）） 科技有限公司成科技有限公司成

立立，，注册资本注册资本11亿元亿元，，法法

定代表人为福田汽车集团定代表人为福田汽车集团

党委书记郭玉安党委书记郭玉安，，一汽解一汽解

放公司董事长胡汉杰任货放公司董事长胡汉杰任货

车之家车之家（（南京南京））科技有限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公司董事长。。

公司的经营范围包含公司的经营范围包含

供应链管理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物联网物联网

设备制造设备制造、、物联网技术服物联网技术服

务等务等。。

汽车补贴怎么补？
自自 22 月份以来月份以来，，国内多国内多

地陆续出台刺激汽车消费的地陆续出台刺激汽车消费的

政策政策。。33 月月 3131 日召开的国务日召开的国务

院常务会议院常务会议，，更是确定了将更是确定了将

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和免征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和免征

购置税政策延长购置税政策延长22年等举措年等举措。。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

辛国斌日前在国新办发布会辛国斌日前在国新办发布会

上说上说，，汽车行业目前仍然面汽车行业目前仍然面

临着很大的困难和问题临着很大的困难和问题，，特特

别是消费需求不振的问题别是消费需求不振的问题。。

即使目前企业复工复产率较即使目前企业复工复产率较

高高，，但由于市场需求不足但由于市场需求不足，，

企业库存增加企业库存增加，，有可能在后有可能在后

续一段时间内续一段时间内，，一些企业的一些企业的

达产率还会进一步降低达产率还会进一步降低。。汽汽

车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车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举

足轻重的地位足轻重的地位，，给汽车产业给汽车产业

加油助力加油助力，，势在必行势在必行。。

早在早在 22 月月 1717 日日，，广东佛广东佛

山就出台了促进汽车市场消山就出台了促进汽车市场消

费升级的若干措施费升级的若干措施。。随后随后，，

深圳与广州也相继发布汽车深圳与广州也相继发布汽车

补贴新政补贴新政。。杭州杭州、、珠海珠海、、南南

京京、、宁波宁波、、南昌南昌、、湘潭等地湘潭等地

也出台了相关政策也出台了相关政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

业研究部助理研究员周毅表业研究部助理研究员周毅表

示示，，纵观这些地方的汽车补纵观这些地方的汽车补

贴政策贴政策，，有购买新车补贴有购买新车补贴、、

新能源汽车补贴新能源汽车补贴、、二手车置二手车置

换补贴换补贴、、汽车下乡补贴汽车下乡补贴、、放放

开限购开限购、、放开汽车改装等多放开汽车改装等多

种方式种方式，，能有效促进当地汽能有效促进当地汽

车消费车消费，，有利于部分抵消疫有利于部分抵消疫

情带来的不利影响情带来的不利影响。。

周毅表示周毅表示，，总体来看总体来看，，

当 前 出 台 的 政 策 有当 前 出 台 的 政 策 有 33 个 特个 特

点点：：一是临时性较为突出一是临时性较为突出，，

多为应对疫情的临时性政多为应对疫情的临时性政

策策；；二是财政直接补贴的形二是财政直接补贴的形

式占比较大式占比较大；；三是政策利好三是政策利好

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不过不过，，最终这最终这

些促进消费的政策会产生何些促进消费的政策会产生何

种效果种效果，，还要看疫情结束后还要看疫情结束后

经济复苏程度经济复苏程度。。从当前的情从当前的情

况看况看，，只是能够部分抵消疫只是能够部分抵消疫

情带来的不利影响情带来的不利影响。。

给处于低迷期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带来不少活力

环球网：新能源汽车

购置补贴和免征购置税政

策延长2年。这一政策最突

出的特点就是，稳定了未

来两年的市场预期。补贴

延续，使新能源汽车与传

统燃油汽车相比仍保持

20%以上的成本价格优势，

这对未来几年企业产品规

划有很好的引导效果。

每日经济新闻：只需

两年时间，就可以让国内

新能源车企提升研发水

平、降低成本，为我国新

能源汽车完全实现市场化

奠定基础。

央视网：这次对购置

补贴政策延续 2 年，将进

一步稳定车企信心，在产

品技术上不断创新，加大

研发投入。除了购置补贴

政策也延续 2 年外，在消

费环节免征车辆购置税政

策 延 长 2 年 。 两 者 叠 加

后，相比传统燃油车，消

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将会

延续成本优势。

二手车电商受益

每日经济新闻：对二

手车经销企业销售旧车减

收增值税的措施备受业内

关注。它可以加速二手车

流通，从而直接带动新车

销售；可直接带动与二手

车相关的金融保险等汽车

关联产业发展；推动汽车

生产往中高端发展。

政策着力点将“由堵到疏”

证券日报：限购本就

是权宜之计，不可能永远

持续下去，还应该寻求交

通治理的长效机制。值得

关注的是，近期的促进消

费政策文件和官方表态多

次提出“推动汽车限购向

引导使用政策转变”。未

来要从引导使用上以更多

途径释放汽车消费潜能。

新浪财经：行业发展

的根本，是把蛋糕做大，

而不是通过刺激的手段透

支未来需求。

只有坚持做好车，走

出去，面向全球，靠研发

实力打造精品，才能真正

做大行业的蛋糕。

政策还需层层加力

环球网：目前，促进

汽车消费的政策很少从税

费角度出发。实际上，鼓

励购车抵税等政策潜力巨

大。未来应采取更加常态

化的政策，促进消费者增

加换车频率，让车市消费

得到更快发展，拉动长期

稳定的消费。

广州日报：补贴延长

后的行业发展方向必须转

型升级，在稳健市场的前

提下，新能源汽车补贴政

策在落地时要精准优化。

未来，补贴应更多地补向

市场环节，通过市场化的

手段补贴在技术进步等方

面。

特斯拉2020年第一季度业绩亮眼
20220200 年年第一季度第一季度，，特特

斯拉生产了近斯拉生产了近1010..33万辆电万辆电

动车动车，，交付车辆约交付车辆约 88..8484 万万

辆辆。。其中其中，，MModelodel 33成为成为

主要销量来源主要销量来源。。而而 ModelModel

YY从一月开从一月开始生产始生产，，三月三月

开始交付开始交付，，进度进度也远超也远超计计

划划。。其虽然低于其虽然低于 20192019 年年

第四季度第四季度1111..22万辆的交付万辆的交付

量量，，但是明显高于分析师但是明显高于分析师

的预期的预期。。特斯拉表示特斯拉表示，，这这

是其有史以来最好的第一是其有史以来最好的第一

季度表现季度表现。。特斯拉之前表特斯拉之前表

示今年销量可以示今年销量可以““轻松达轻松达

到到5050万辆电动车万辆电动车”。”。

蔚来3月完成交付1533辆 环比上涨116.8%
44 月月 77 日日，，蔚来公布蔚来公布

了了 20202020 年年 33 月交付数据月交付数据。。

33月月，，蔚来品牌整体交付蔚来品牌整体交付

量达量达 15331533 辆辆，，同比增长同比增长

1111..77%% ，， 环 比 增 长环 比 增 长

116116..88%%。。第一季度第一季度，，蔚来蔚来

总计交付总计交付 38383838 辆辆，，超出超出

其其 20192019 QQ44 财报指引的财报指引的

34003400--36003600辆的目标辆的目标。。自自

20182018 年年 66 月开始交付以月开始交付以

来来，，蔚来品牌累计交付蔚来品牌累计交付

3575135751辆辆。。

大众称内燃机车“拥有长久的未来”
据据 motormotor11 报道报道，，大大

众汽车首席技术官马提亚众汽车首席技术官马提亚

斯斯··拉贝表示拉贝表示，，尽管对二尽管对二

氧化碳排放的限制越来越氧化碳排放的限制越来越

多多，，但由于环保燃料的发但由于环保燃料的发

展展，，内燃机内燃机““将有一个比将有一个比

一些人预期的更长久的未一些人预期的更长久的未

来来”，”，因为未来很有可能因为未来很有可能

广泛采用由生物质或其他广泛采用由生物质或其他

材料制成的合成燃料材料制成的合成燃料。。

拉贝认为拉贝认为，，电动汽车电动汽车

由于电池的重量和尺寸导由于电池的重量和尺寸导

致其在某些领域具有局限致其在某些领域具有局限

性性，，而这会刺激环保燃料而这会刺激环保燃料

的发展的发展。。

吉利又上新品牌，枫叶汽车4月10日线上发布
33月下旬月下旬，，吉利旗下吉利旗下

全新新能源汽车品牌枫叶全新新能源汽车品牌枫叶

汽车发布首款产品枫叶汽车发布首款产品枫叶

3030XX的官图的官图，，让一个汽车让一个汽车

新品牌进入公众视野新品牌进入公众视野。。

枫叶汽车于枫叶汽车于44月月1010日日

以线上直播的方式正式发以线上直播的方式正式发

布布。。同时同时，，其首款量产车其首款量产车

型枫叶型枫叶3030XX也将开启首发也将开启首发

预售预售。。

枫叶汽车是吉利科技枫叶汽车是吉利科技

集团旗下的全新品牌集团旗下的全新品牌，，是是

吉利科技集团吉利科技集团 MaaSMaaS 立体立体

出行生态体系的核心成出行生态体系的核心成

员员。。

采埃孚二季度将并购威伯科
采埃孚收购威伯科事采埃孚收购威伯科事

件有了新进展件有了新进展。。据外媒报据外媒报

道道，，日前采埃孚与威伯科日前采埃孚与威伯科

宣布宣布，，除了正在等待中国除了正在等待中国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SAMRSAMR）） 批文外批文外，，双方双方

已收到其他监管部门签发已收到其他监管部门签发

的批准函的批准函，，该并购案预计该并购案预计

将于今年第二季度完成将于今年第二季度完成。。

20192019 年年 33 月月 2828 日日，，采埃采埃

孚宣布以每股孚宣布以每股 136136..55 美元美元

收购威伯科收购威伯科，，股价总值约股价总值约

7070 亿美元亿美元。。经过一年时经过一年时

间的努力间的努力，，双方已拿到各双方已拿到各

处监管部门的批文处监管部门的批文。。

一汽轿车拟更名为一汽解放
44 月月 88 日日，，一汽轿车一汽轿车

发布公告称发布公告称，，董事会通过董事会通过

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及证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及证

券简称的议案券简称的议案，，一汽轿车一汽轿车

拟更名为一汽解放拟更名为一汽解放，，国内国内

AA 股证券简称由股证券简称由““一汽轿一汽轿

车车””变更为变更为““一汽解放一汽解放”。”。33

月月1212日日，，一汽轿车收到证一汽轿车收到证

监会批复监会批复，，核准其重大资核准其重大资

产重组获证监会批准产重组获证监会批准。。随随

着一汽轿车重大资产重组着一汽轿车重大资产重组

的完成的完成，，一汽股份无偿划一汽股份无偿划

转一汽夏利的股份转一汽夏利的股份，，困扰困扰

一汽集团近十年的同业竞一汽集团近十年的同业竞

争问题得以完全解决争问题得以完全解决。。

北京车展延期，成都车展改期
44 月月 33 日日，，北京国际北京国际

车展主办方宣布车展主办方宣布，，原定于原定于

20202020年年44月在北京举办的月在北京举办的

20202020 （（第第 1616 届届）） 北京国北京国

际汽车展览会将延期至际汽车展览会将延期至99

月月2626日日--1010月月55日在北京日在北京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老展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老展

馆举行馆举行，，国内外零部件和国内外零部件和

新能源汽车展区的举办时新能源汽车展区的举办时

间是间是99月月2828日日--99月月3030日日。。

同日同日，，成都国际车展组委成都国际车展组委

会 宣 布会 宣 布 ，，原原 定 于定 于 88 月月 2828

日日--99 月月 66 日举办的第日举办的第 2323

届成都国际车展将改期至届成都国际车展将改期至

77月月2424日日--88月月22日举行日举行。。

北汽福田、东风资产、吉林一汽等共建物联网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