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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在长安汽车眼里，抢占新能源发展先机
将是中国品牌汽车实现“弯道超车”的致胜
之举。

“传统燃油车退市是汽车产业发展大势
所趋。”长安汽车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长
安汽车已推出逸动EV、新奔奔EV、新逸动
蓝动版（全球首款48V轻混量产车型）等新

能源产品，同时建立了国内较为完善的新
能源研发、制造体系，设立重庆、北京两大
研发基地和重庆电池系统集成生产基地，
未来仍将稳步加码。

今年5月，长安汽车新能源战略最新规
划曝光：长安汽车计划在未来十年内投入
180亿元，推出24款新能源产品，含13款纯

电动型和 11 款插电式混动车型，计划到
2025年旗下新能源车型销量达到400万辆。

未来，长安汽车每年将推出2~3款新能
源车。今后，新能源汽车搭载的电池可根
据客户需求调整电芯、模块，来实现个性化
定制。今年，长安汽车将推出 8款新能源
车，包括一款插电混动车。

石油大佬忙于转型
中石油官网曾发布《中国石油绘

就改革“高清路线图”》一文称，将深
化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同时，中石
油重庆地区便利店数量已达 518 个，
在售商品扩展至 22 大类 3000 余种，
仅过去一年，重庆地区非油销售收入
就达4.57亿元。

中石化发文表示：“车辆不用石
油是可以的，但生活是离不开石油
的。”石油并不只是一种燃料，还是常
用的制衣材料、塑料原料、装饰材料、
保温材料，甚至连制药行业、化妆品
行业、食品供应行业、清洁行业都离
不开石油。

配套企业抢占市场
重庆本土新能源企业国翰能源研

发了多项电动汽车智能充电硬件，包
括支持微信与支付宝等支付方式的智
能充电桩，集充电站点导航与充电支
付功能于一身的“矩阵充电”APP，及进
行后台大数据处理的云服务平台等。

重庆公交集团巴驿站场公司与
万马新能源公司牵手合作，将在重庆

主城 21 个公交站场内建设 500 个快
速充电桩，为市民提供电动车充电服
务。

传统4S店影响甚微

一家德系 4S 店销售人员表示，尽
管目前厂家已有电动车规划，但要传
导到市场终端尚需一个过程。“无论
是纯电动车还是混动车，普遍超 20 万
元，且电池成本约占 1/3~1/5，综合动
力方面等因素，消费者仍会倾向于购
买传统燃油车。”

第三方机构数据显示，8 月，重庆
新能源汽车销售表现出色，销量环比
大幅上涨 132.1%，但基本为多功能运
输车辆。

二手车价格或“缩水”

业内一位从事多年二手车交易
的人士表示，目前看来，燃油车的保
有量仍占有绝对优势，短期内，并未
对二手车交易价格有所影响。但随
着新能源汽车普及，燃油车禁售后，
二手燃油车售价或被拉低。

业内人士认为，国内要实现“禁
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13年~2016年，我国新能源汽车
由2万辆增加至50万辆，已成为全球最
大的生产和销售市场，但受制于多方因
素，现阶段的新能源汽车还不成熟。

重庆一家布局新能源汽车的车
企相关人士表示，目前，新能源汽车
关键核心技术还处于初级阶段，包括
电池的能量密度较低、循环寿命短、
成本偏高，即使是充电技术最强的
Tesla，超级充电站半个小时也只能
充80%。同时，新能源汽车配套服务
设施等仍有待加强。此外，新能源汽
车过度依赖补贴，市场化程度不高，
与燃油车相比竞争力偏弱。

本土一家为新能源汽车充电配

套的企业负责人坦言，禁售燃油车意
味着汽车生产商以及配套商的全面

“革命”，新的配套短期内不可能一蹴
而就。如一个社区的供电负荷是提
前规划好的，若立马将社区的车全部

“换血”成新能源汽车，即使配备充足
充电桩，也无法消化。

业内预测，假设到了2025年，所
有的车企只生产电动车，那么全球电
动汽车对于电量的需求大约 6 太瓦
（TWh），需要兴建160座特斯拉超级
电池工厂才能满足需求。中国的产
量约占全球30%，这意味着我们需要
建造50座特斯拉超级电池工厂。同
时，禁售燃油车，还牵涉产能更替、商
业模式建立，以及关联企业的诸多利
益、大规模工人安置等。

据重庆市经信委数据显示，2016
年重庆产销新能源汽车 7550 辆。
2017 年目标推广新能源汽车 1.6 万
辆。按规划，到2020年将推广10万
辆新能源汽车、10万个充电桩，年产
销新能源汽车15万辆。

为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重

庆还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路桥费减
免等优惠政策。例如，重庆市财政
局、市经信委联合出台了《重庆市
2017年度新能源汽车市级财政补助
标准》。其中，纯电动乘用车最高补
贴标准为2万元/辆，插电式混合动力
乘用车最高补贴标准为1万元/辆。

8 月 22 日，福特与众泰签署合作备忘
录，拟组建一家纯电动汽车合资公司，为中
国消费者提供采用自主品牌的纯电动汽
车，合资双方将各持50%股份。

福特其实在国内已有两家合资公司：长
安福特与江铃福特。为何再觅新欢？

作为 2016 年 在 华 销 量 燃 油 车 超 过

127 万辆的福特，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却没
有建树，而反观众泰，是中国首批进行纯
电动乘用车生产的汽车生产企业之一，
今年上半年，众泰新能源销量甚至超过
吉利、奇瑞，在新能源销量排名中位列第
五。

可以想象，和众泰合资后，将帮助福特

最大限度导入新能源技术和产品，并快速
占领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

事实上，今年上海车展期间，福特已明
确表示，在电动车研发方面，将投入总计45
亿美元开发13款新电动车型，而且大部分
车型都会引进到中国。根据规划，这些电
动车型进入中国的时间在2020年。

早在2015年，力帆就明确“智能新能源
汽车、互联网能源服务商、互联网+”的新能
源汽车发展战略思路。

2015 年，力帆汽车首座集中式能源站
——移峰能源站正式启用，采用分箱换电技
术，在机器人的帮助下，实现了新能源汽车
3分钟更换电池。这比特斯拉还早两年。

截至2017年上半年，重庆移峰能源有
限公司新建能源站已累计达34座。按力帆

规划，未来五年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
西南、华中等主要城市建成500座能源站。

同时，与特斯拉相比，力帆充电技术的
新能源汽车更早实现商业化运营，并开始
着手进入出租车、网约车供电服务市场。

2015年11月11日，力帆旗下公司盼达
用车上线运营，已在重庆等城市，建设运行
了1000多个分时租赁站点，累计投入运营
的新能源汽车数量达10000多台。

2017年7月5日，广州出租车公司与重
庆力帆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签订购车协
议，将率先在广州市出租车行业选用力帆
新能源620EV2款换电版新能源汽车。

力帆计划在2020年前，将推出20款纯
电和混合动力产品，实现新能源整车累计
销售 50万台，实现“823”计划，即平均每 8
度电行驶100公里、综合油耗小于2升/100
公里及换电时间少于3分钟的性能目标。

小康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布局是停不
下来的节奏。

2016年1月，小康股份全资子公司重庆
小康新能源汽车设计院有限公司在美注册
SF MOTORS，后者主要从事新能源汽车
涉及、开发、制造、销售和服务等业务。7月
11日，小康股份董事表决通过《关于投资纯
电动乘用车建设项目的议案》。10 月 16
日，小康股份发布公告称，拟收购美国新能
源汽车动力系统巨头 AC Propulsion

Inc 100%股权以及其子公司，以及相关联
的所有从事电驱动系统、控制系统、电池系
统等新能源汽车业务相关的公司及实体、
商标、专利及其他无形资产等。11月，小康
工业旗下全资子公司——重庆金康新能源
汽车有限公司年产5万辆纯电动乘用车建
设项目正式获得环评批准。

今年3月6日，小康（美国）新能源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位于美国硅谷的总部大楼正
式投入试运营状态。6月 22日，小康旗下

金康新能源汽车在美国的业务实施主体
SF Motors 以 11000 万美元收购了美国
顶级的汽车解决方案集成供应商 AM
General公司的民用汽车工厂。8月17日，
小康股份投资的电动车公司SF Motors，
位于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安娜堡市的密歇
根分部办公大楼正式投用。

在人才储备方面，小康与美国特斯拉汽
车创始人马丁·艾伯哈德签署书面协议，聘请
马丁·艾伯哈德担任公司新能源汽车顾问。

长安汽车步步为营 未来10年拟推24款新能源产品

小康工业合纵连横“借智”并购揽才一样也没落下

力帆汽车先入为主 换电模式比特斯拉还要早两年

福特上演暗度陈仓 为了领取“绿卡”与众泰“闪婚”

家住南岸的陈先生最近有点烦：究
竟是买燃油车，还是买“烧电”的新能源车
呢？让陈先生纠结的正是在 2017中国
汽车产业发展（泰达）国际论坛上，国家工信
部副部长辛国斌透露，中国正在制订停止生
产销售传统能源汽车时间表。

事实上，受此消息影响的不仅仅只
有普通市民，在渝车企更是迫在眉
睫，上演攻新计，抢滩国内新能源

汽车市场。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
记者 严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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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纵深
“禁燃”还有多道坎要迈

■新闻链接

重庆2020年将推广10万辆新能源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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