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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近日，，蔚来官方宣蔚来官方宣

布布，，为了迎接小鹏为了迎接小鹏 PP77 上上

市市，，共享充电网络共享充电网络，，推动推动

补能资源共享补能资源共享，，蔚来超充蔚来超充

网络网络将支持小鹏汽车将支持小鹏汽车。。

20192019 年年 1212 月月，，蔚来蔚来

与小鹏双方宣布旗下自有与小鹏双方宣布旗下自有

充电站实现互联互通充电站实现互联互通：：小小

鹏超级充电桩正式接入鹏超级充电桩正式接入

NIO PowerNIO Power 充 电 地 图充 电 地 图 ，，

而蔚来超充网络亦正式接而蔚来超充网络亦正式接

入小鹏汽车入小鹏汽车AppApp。。

原计划于今年取消的新原计划于今年取消的新

能源汽车补贴政策迎来转能源汽车补贴政策迎来转

机机。。44 月月 2323 日日，，财政部财政部、、工工

信部信部、、科技部科技部、、发改委联合发改委联合

发布了发布了 《《关于完善新能源汽关于完善新能源汽

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

通知通知》。《》。《通知通知》》 显示显示，，新能新能

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

策实施期限将延长至策实施期限将延长至20222022年年

年底年底，，原则上原则上 20202020--20222022 年年

补贴标准分别在上一年基础补贴标准分别在上一年基础

上退坡上退坡1010%%、、2020%%、、3030%%。。新新

政策首次对售价要求做了调政策首次对售价要求做了调

整整，，按要求按要求，，乘用车要享受乘用车要享受

补贴售价必须在补贴售价必须在3030万元以下万元以下

（（含含3030万元万元）。）。而为鼓励而为鼓励““换换

电电””新型商业模式发展新型商业模式发展，，加加

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快新能源汽车推广，“，“换电模换电模

式式””车辆不受此规定限制车辆不受此规定限制。。

就在同一天就在同一天，，上海市政上海市政

府也发布了刺激汽车消费的府也发布了刺激汽车消费的

六大政策六大政策。。其中其中，，新能源汽新能源汽

车补贴方式从原来的消费端车补贴方式从原来的消费端

走向了使用端走向了使用端。。除继续免费除继续免费

发放新能源汽车牌照以外发放新能源汽车牌照以外，，

上海还将对燃油车牌照额度上海还将对燃油车牌照额度

进行增加供给进行增加供给。。

33 月月 3131 日日，，国务院总理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

会议会议。。会议指出会议指出，，为促进汽为促进汽

车消费车消费，，确定将新能源汽车确定将新能源汽车

购置补贴和免征购置税政策购置补贴和免征购置税政策

延长延长22年年。。

44 月月 2929 日日，，发改委发改委、、财财

政部政部、、央行央行、、银保监会等十银保监会等十

一部门联合发布一部门联合发布 《《关于稳定关于稳定

和扩大汽车消费若干措施的和扩大汽车消费若干措施的

通知通知》，》，旨在稳定和扩大汽车旨在稳定和扩大汽车

消费消费，，促进经济社会平稳运促进经济社会平稳运

行行。。

四部委：延长新能源车补贴期限

补贴延长2年 “药效”几何？

财联社：补 贴 政 策

“缓退”两年，超过了市

场预期，对新能源汽车及

动力电池产业链会有一定

利好。但就今年整体形势

来看，政策的刺激作用不

会太大。预计 2021-2022

年政策红利才会逐渐显

现。

经济参考报：希望车

企能够抓住补贴政策延长

两年的机会，降低成本，

提升盈利能力。毕竟，补

贴不是长久之计。

凤凰网：相关部门高

估了人们对于新能源汽车

的热情，也低估了广大群

众对于价格的敏感度。救

市政策固然无比的重要，

但也不能仅仅是刺激销

量，给主机厂带去希望，

还在于真正从产品、技

术、配套设施层面去提升

消费者的信心。

随欧美加码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凤凰网：欧洲及美国

为抢占产业链发展先机，

自去年以来，相关补贴政

策相继发布。我国经过前

期上千亿元补贴，在电

池、核心电气零部件赛道

已有优势企业脱颖而出，

补贴政策不宜过快撤出。

新浪：温和的退坡幅

度延长行业窗口休整期，

意在扶持产业平稳过渡。

为指导新能源汽车产业向

高能量密度、长续航、低

能耗的方向发展，近几

年，补贴加速退出，给予

产业链较大降本压力，但

自发需求仍显不足。

证券之星：新能源汽

车仍处于技术快速变革

期，若下一代技术产业化

进程超出预期，将对现有

行业格局产生显著影响，

前期投资回收能力将低于

预期。

坐等特斯拉再降价

网 易 ： 随 着 国 产

Model 3 零部件国产率的

提升及未来磷酸铁锂电池

的应用，其标准续航车型

售价跌入30万元以内毫无

悬念。而我们更感兴趣的

是其长续航版车型最终售

价能否跌入补贴线以内。

新浪：理想汽车CEO

李想表示，30万元的门槛

估计是为了限制特斯拉而

设计的，但是却给了特斯

拉降价的理由和必要性，

最后不但补贴也给了特斯

拉，而且其价格下降还会

进一步打击售价20万～40

万元的国产车。

凤凰网：以 特 斯 拉

Model 3 为代表的车型将

受较大影响，促使其产业

链以增大产销量、加快技

术突破等方式抵消补贴退

坡或降价的压力。而“换

电模式”车型不受此政策

约束，这减轻了以蔚来为

代表的车企的压力。

中国证券报：30万元

以内是通常意义上的经济

型、普通老百姓买得起的

车。2019年，虽然车市表

现不佳，但豪车销售依然

很旺盛，政府的补贴思路

是体现公平。

一汽与丰田重组管理体制
一汽集团与丰田汽车一汽集团与丰田汽车

决定重组管理体制决定重组管理体制，，以促以促

进在中国的持续性成长进在中国的持续性成长。。

天津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天津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

司将成为一汽丰田系企业司将成为一汽丰田系企业

的统括企业的统括企业，，其他一汽丰其他一汽丰

田系的整车及发动机制造田系的整车及发动机制造

企业将作为其全资子公司企业将作为其全资子公司

归入旗下归入旗下。。具体有四川一具体有四川一

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及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及长

春丰越公司春丰越公司、、天津一汽丰天津一汽丰

田发动机有限公司田发动机有限公司、、一汽一汽

丰田丰田（（长春长春））发动机有限发动机有限

公司公司。。本次重组化旨在提本次重组化旨在提

升资源及战略效率升资源及战略效率。。

一汽与美国丝尔科公司联合打造S系列产品
44月月2828日日，，长春市政长春市政

府府、、一汽集团一汽集团、、美国丝尔美国丝尔

科公司签署红旗科公司签署红旗SS系项目系项目

合作意向书合作意向书。。意向书的核意向书的核

心内容是心内容是，，在未来几年内在未来几年内

投资投资100100亿元亿元，，构建以吉构建以吉

林省和意大利摩德纳林省和意大利摩德纳（（汽汽

车峡谷车峡谷））为核心的全球技为核心的全球技

术创新与汽车工程生态系术创新与汽车工程生态系

统统，，打造红旗打造红旗 SS 系列产系列产

品品，，并将其塑造为世界知并将其塑造为世界知

名的豪华运动汽车品牌名的豪华运动汽车品牌。。

美国丝尔科公司是一家电美国丝尔科公司是一家电

动车公司动车公司，，去年在上海自去年在上海自

贸区注册中国分公司贸区注册中国分公司。。

吉利逆势扩张 吞下猎豹长沙工厂
44月月2727日日，，吉利控股吉利控股

集团与湖南省政府集团与湖南省政府、、长沙长沙

市政府在长沙正式签署战市政府在长沙正式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略合作协议。。

协议约定协议约定，，由吉利控由吉利控

股集团托管湖南省省属国股集团托管湖南省省属国

有企业长丰集团有限责任有企业长丰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下属湖南猎豹汽车股公司下属湖南猎豹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长沙工厂份有限公司长沙工厂，，从从

事新能源汽车整车的生产事新能源汽车整车的生产

和销售和销售。。

吉利在国内十多个城吉利在国内十多个城

市已拥有超过市已拥有超过 2020 个整车个整车

生产基地生产基地，，总产能规模约总产能规模约

为为300300万辆万辆。。

比亚迪和日野签署战略协议发展纯电动商用车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和日野自动车株式会社日和日野自动车株式会社日

前签署了战略商业联盟协前签署了战略商业联盟协

议议，，聚焦于合作开发纯电聚焦于合作开发纯电

动商用车动商用车（（BEVsBEVs）。）。

双方将加快开发纯电双方将加快开发纯电

动商用车进程动商用车进程，，为客户提为客户提

供优质产品供优质产品。。同时同时，，双方双方

还将以合作开发纯电动商还将以合作开发纯电动商

用车产品为契机用车产品为契机，，充分结充分结

合双方在纯电动商用车领合双方在纯电动商用车领

域的技术和经验优势域的技术和经验优势，，在在

零售和其他相关业务方面零售和其他相关业务方面

开展深度合作开展深度合作，，以促进纯以促进纯

电动商用车的普及电动商用车的普及。。

牵手多家企业 宁德时代拓展欧洲商用车市场
宁德时代正试图扩大宁德时代正试图扩大

其在欧洲商用车领域的占其在欧洲商用车领域的占

有率有率，，并推广旗下全新的并推广旗下全新的

LFP+CTPLFP+CTP （（经经 CTPCTP 方式方式

封装的磷酸铁锂电池封装的磷酸铁锂电池））电电

池包池包。。宁德时代正在加强宁德时代正在加强

与荷兰客车制造商与荷兰客车制造商 VDLVDL

公司的合作伙伴关系公司的合作伙伴关系，，电电

池包将于今年下半年应用池包将于今年下半年应用

到到 VDLVDL 电动巴士上电动巴士上。。另另

外外，，宁德时代还与德国宁德时代还与德国

Quantron AGQuantron AG公司达成了公司达成了

交易交易，，Quantron AGQuantron AG将作将作

为其欧洲经销商为其欧洲经销商，，为其在为其在

商用车领域寻找新客商用车领域寻找新客户户。。

亿纬锂能拟投12亿元建储能电池项目
44月月2525日日，，亿纬锂能亿纬锂能

发布公告称发布公告称，，其子公司湖其子公司湖

北亿纬动力有限公司拟与北亿纬动力有限公司拟与

荆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荆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分别就储能电管理委员会分别就储能电

池项目池项目、、动力电池项目签动力电池项目签

订订 《《合同书合同书》。》。位于荆门位于荆门

高新区的项目建成达产高新区的项目建成达产

后后 ，， 预 计 分 别 可 形 成预 计 分 别 可 形 成

66GWh/GWh/年的锂离子储能年的锂离子储能

电池产能电池产能、、55GWh/GWh/年的年的

锂离子动力电池产能锂离子动力电池产能。。

长安汽车拟定增募资60亿元
44月月2727日日，，重庆长安重庆长安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

告告，，拟向不超过拟向不超过 3535 名特名特

定投资者募资不超过定投资者募资不超过 6060

亿元亿元。。公告显示公告显示，，募集资募集资

金净额拟全部用于合肥长金净额拟全部用于合肥长

安汽车公司调整升级项安汽车公司调整升级项

目目、、重庆长安汽车公司重庆长安汽车公司HH

系列五期及系列五期及 NENE11 系列一系列一

期发动机生产能力建设项期发动机生产能力建设项

目等目等。。兵装集团兵装集团、、中国长中国长

安安、、南方资产拟以现金方南方资产拟以现金方

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AA股股票股股票，，金额合计不少金额合计不少

于于3030..29582958亿元亿元。。

小鹏P7可用蔚来超充网络充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