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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委近日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完善
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除了明确 2021 年新能源汽车
补贴标准外， 同时要求加大僵尸企业退出力
度，鼓励优势企业兼并重组、做大做强，坚决遏
制新能源汽车盲目投资、 违规建设等乱象，推
动产业向产能利用充分、产业基础扎实、配套
体系完善、 竞争优势明显的地区和企业聚集，
不断提高产能利用率和产业集中度。新能源乘
用车、商用车企业单次申报购置补贴清算车辆
数量应分别达到 10000 辆、1000 辆。

提高产业集中度、加大僵尸企业退出力度
等并非首次被政策提及，近几年，业内人士一
直呼吁尽快落实。国家发改委产业发展司副司
长蔡荣华去年曾表示，我国汽车产销量占全球
30%左右，汽车竞争日趋激烈，但盲目投资、产
能利用率比较低的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僵
尸车企、无效产能占用大量要素资源，必须加
快市场化建设，法治化管理，强化监管问责。

■■无效产能过剩

僵尸车企是指具备造车资质以及生产能
力，但因为经营状况不佳亏损严重，长时间处
于停产或者半停产的状态却没有退市的车企。

最新数据显示，2020 年 1-11 月， 我国汽
车产销分别完成 2237.2 万辆和 2247 万辆，同
比分别下降 3%和 2.9%。 中汽协预测，2020 年
全年汽车产销量有望达到 2500 万辆左右，降
幅收窄至 2%以内。

《中国汽车工业产销快讯》（2020 年第 11
期） 的数据显示， 在被统计的 88 家汽车企业
中，2019 年 10 月汽车产量为零的企业多达 17
家，2020 年前 10 个月产量低于 500 辆的共有
25 家，其中，有 8 家生产企业在当年未生产过
1 辆汽车，占比接近一成。

国家发改委产业发展司处长吴卫表示，目
前我国汽车行业存在一些无效产能，产能利用
率水平较低。 “部分企业在汽车行业中不仅没
有贡献，反而占用了大量的市场资源、产业资
源， 导致优质企业很难有充分施展的空间，而
新的企业也很难有进入空间。 ”

记者了解到， 前几年在国家补贴的支持
下， 不少企业为了争取补贴盲目涌入新能源
汽车市场。近几年新能源汽车补贴持续退坡，
叠加疫情冲击， 多家此前就已陷入经营困境
的弱势车企，今年陆续进入破产重整阶段，如
众泰汽车及其母公司铁牛集团、长江汽车、力

帆股份等。

■■僵尸车企“不死”

对于员工而言，僵尸车企引发了大量劳务
纠纷；对于一些买到了僵尸车企产品的消费者
来说，这些车企在面临退市风险时，往往已经
丧失了对用车服务的保障，车主的维修、保养、
维权都无法正常进行。尤其是在新能源汽车安
全性和可靠性需进一步取得消费者信任的情
况下，清理僵尸车企就显得尤为重要。

据了解，早在 2012 年 7 月，工信部发布的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建立汽车行业退出机制
的通知》 就正式建立了汽车行业的退出机制，
对不能维持正常生产经营的汽车企业、摩托车
生产企业实行为期两年的特别公示管理，特别
公示期满后，未申请准入条件考核或考核不合
格的企业，暂停其公告，且不得办理更名、迁址
等基本情况变更手续。

记者发现，2013 年、2015 年和 2018 年发
布了三批特别公示名单，但从名单公布到最终
部分企业被撤销资质，均耗费了较长时间。

新能源汽车独立研究员曹广平指出，行业
资质撤销仍较难推进，加之一些地方的保护主
义影响了市场优胜劣汰，使得僵尸企业得以生
存。此外，各主管部门之间意见不统一，对于僵
尸企业是直接清理还是兼并重组再利用也存
在分歧。

■■捋顺退出机制

“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无序竞争、 盲目发展
现象也很严重。 ”吴卫表示。 记者了解到，除了
一些弱势车企，一些没有造车经验的其他行业
龙头企业也纷纷涌入，如恒大、宝能、格力等，
通过各种方式投资新能源汽车产业，“大刀阔
斧”地投资买地、建厂，却迟迟未见新车量产，
为行业发展埋下了隐患。

业内人士指出，当前，一些有生产能力的
企业拿不到生产资质，一些企业握有生产资质
却没有生产能力。 只有淘汰落后，汽车产业的
集中度才会进一步提高，汽车品质也会更强。

汽车分析师张翔认为，清理僵尸车企要先
解决好薪资拖欠和员工再就业问题，尽可能减
小不利影响。 曹广平表示，在新能源汽车行业
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 应尽早从源头治理，开
展新能源汽车行业准入制度改革与僵尸企业
退出机制建设工作，在更多僵尸车企出现前率
先行动。

日前，财政部、工信部、科技部、国
家发改委联合发布 《关于进一步完善
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今年新
能源汽车补贴标准在 2020 年基础上
退坡 20%。 退坡情况与此前规则保持
一致，符合市场预期。

除了补贴额度调整外，《通知》要
求进一步强化监督管理， 落实新能源
汽车生产企业产品质量主体责任，从
行业高质量发展和市场秩序方面进行
约束管理。

保持技术指标门槛稳定

2020 年初， 受多重因素影响，我
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出现下滑。 为支持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促进汽车消费，
国家将原定于 2020 年退出的新能源
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实施期限延长
至 2022 年底，并明确 2020-2022 年补
贴标准在上一年基础上分别退坡
10%、20%和 30%。

与前两年的新能源汽车年度补贴
标准在通知下发数月后实施不同，本
次《通知》发布的次日便正式执行。 “没
有设置新旧补贴过渡期， 车企难以获
得退坡带来的增量高峰。 但新能源汽
车补贴退坡节奏按预期推进， 企业运
作也有了稳定预期。 ”全国乘用车市场
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指出， 整体
看， 今年新能源汽车市场会呈现政策
扶持下的平稳增长。

从补贴细则来看， 为稳定企业研
发生产预期，2021 年购置补贴政策维
持动力电池系统能量密度、续驶里程、
能耗等技术指标门槛不变， 即综合工
况续航在 300km-400km 的纯电动乘
用车每辆车补贴 1.3 万元、 续航大于
400km 每辆车补贴 1.8 万元， 与 2020
年的 1.62 万元和 2.25 万元相比，分别
退坡 0.32 万元和 0.45 万元；2021 年
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综合工况大于
50km 每辆车补贴 0.68 万元， 而 2020
年为 0.85 万元，减少了 0.25 万元。

为鼓励公共交通电动化， 城市公
交、道路客运、出租（含网约车）、环卫、
城市物流配送、邮政快递、民航机场以
及党政机关公务领域符合要求的新能
源汽车，2021 年补贴标准在 2020 年
基础上退坡 10%。 地方可继续对新能
源公交车给予购置补贴。

“公共领域新能源汽车会加速发
展，估计达到 20 万辆。 ”崔东树认为，
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将达到 180
万辆，基本符合“十四五”规划的新能
源汽车发展增速预期。

强化企业主体责任

近年来， 我国新能源汽车技术水
平、可靠性显著提高，但安全事故仍时
有发生，为行业高质量发展埋下隐患。

《通知》进一步强化了生产企业产
品质量主体责任， 鼓励企业积极开展
缺陷调查及主动召回。 对因生产企业
安全管理体系不到位造成重大事故被
主管部门行政处理处罚的， 明知产品
存在质量问题而不主动召回、 造成重
大事故的， 或者被主管部门责令召回
的， 视程度予以暂停或取消推荐车型
目录、暂缓或取消财政补贴等。

汽车召回分为主动召回和被动召
回两种方式。 主动召回是企业发现车
主投诉或者维修故障较多， 采取召回
消除隐患；被动召回是经车主投诉，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要求召回存在隐
患的车辆。

“被动召回的问题就比较严重
了。 目前主要是企业自行发现事故隐
患作出修正， 大部分是主动召回行
为。 ”崔东树指出，召回制度是解决汽
车产品缺陷的成熟机制，体现了企业
对产品质量的关注和对消费者负责
的态度。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
产品管理中心发布的召回公告统计，
2020 年， 国内乘用车市场共 54 个汽
车品牌发布 136 次召回公告， 累计召
回乘用车 6622345 辆。 造车新势力共

发布 8 起召回公告， 累计召回汽车
46449 辆。

监管如何具体实施？《通知》指出，
推动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和监管机
制，强化对新能源汽车生产、销售、运
营、报废等全流程监管，对于起火、重
大安全事故等情况， 将开展跨部门联
合调查。

推动行业摆脱补贴依赖

《通知》再次强调了补贴的规模门
槛，提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企业单
次申报购置补贴清算车辆数量应分别
达到 10000 辆、1000 辆。 也就是说，车
企新能源乘用车年销量需超过一万
辆，才能及时拿到补贴。 按照 2020 年
全年销量排名， 国内造车新势力中销
量最高的，分别是蔚来（43728 辆）、理
想（32624 辆）、小鹏（27041 辆）、威马
（22495 辆）、哪吒（15091 辆）和零跑汽
车（11391辆）。

目前，行业对新能源汽车补贴退
坡乃至完全退出已形成共识。 值得注
意的是， 企业的研发布局已然出现转
变， 逐渐脱离前期政策导向所带来的
高补贴产品， 转而研发符合消费者需
求的车型。 比如上汽通用五菱宏光
MINI EV 续航里程最高 170km，未能
达到国家补贴的里程数， 但凭借出色
的成本控制，成为市场爆款。

在经济恢复稳定增长态势带动下
和有关政策支持下， 我国新能源汽车
市场结束下行局面， 从去年二季度起
触底反弹 ，2020 年前 11 月共销售
110.9 万辆，同比增长 3.9%。 消费者对
新能源汽车认可度显著提升。 业内普
遍认为， 新能源汽车行业已由政策驱
动逐渐转向市场驱动。

为做好补贴退出后的市场衔接，
《通知》还提出落实和完善新能源乘用
车积分交易政策， 加快研究新能源商
用车积分交易制度， 承接购置补贴有
序退出， 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市场化
发展。

政政策策力力促促新新能能源源汽汽车车产产业业健健康康有有序序发发展展
编者按：

2020 年 12 月 31 日，财政部、工信部、科技部、国家发改委四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
通知》，为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发展提出了多项新举措,特别是在补贴退坡和提高产业集中度两方面的新规，将对新能源车市带
来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补贴再退两成,
新能源汽车市场化更进一步
■本报记者 卢奇秀

第二款国产车型Model Y降价十余万元，给市场带来剧烈冲击———

鲶鱼变鲨鱼？ 特斯拉再亮降价杀手锏
■本报记者 卢奇秀

新年伊始，特斯拉正式发售国产 Mod鄄
el Y 车型。 其中，长续航版起售价 33.99 万
元，相比预售价下调 14.81 万元；高性能版
起售价 36.99 万元，下调 16.51 万元。

价格一经公布， 特斯拉官网就因访问
量激增一度瘫痪，特斯拉北京、上海等地的
线下门店也聚集大量人流。业内人士认为，
Model Y 降价幅度较大， 将对国内纯电动
汽车以及豪华品牌中型 SUV 燃油车市场
产生冲击，随着交付量的攀升，其价格有望
进一步下探至 30 万元以内。

今今年年 MMooddeell YY 销销量量有有望望超超 1188 万万辆辆

作为特斯拉第二款国产车型，Model Y
定位为中型 SUV，提供黑、白、灰、蓝、红五种
配色，在尺寸、轴距和空间方面相较于首款车
Model 3有很大的改善。Model Y双电机四驱
版车型续航里程可达 594公里， 百公里加速
时间仅为5.1 秒；Model Y 高性能版续航里
程 480公里，百公里加速时间仅为 3.7秒。

没有华丽的产品发布会， 特斯拉仅在
官网更新了新车售价，便引发不小的轰动。
网友将特斯拉降价类比成 “iPhone12 手机
只卖 2999 元”。

在智能化方面，特斯拉Model Y标配的
基础版 Autopilot 自动辅助驾驶系统拥有紧
急制动、碰撞预警以及盲点监测功能。 不过，

Model Y在内部已集成全自动驾驶所需的硬
件， 只要政策就位，Model Y可通过OTA升
级到最高级别的全自动驾驶功能。

除了国产 Model Y，改款国产 Model 3
也同时上市，标准续航版较老款新增电动尾
门、热泵空调、双层隔音玻璃等配置，售价仍
保持 24.99 万元； 原售价为 30.99 万元的长
续航版 Model 3 被下架；高性能版 Model 3
售价从 41.90 万元下降至 33.99 万元。 业内
人士认为， 对 Model 3 产品线进行调整，是
为Model Y让步。

特斯拉对 Model Y 车型的市场很有信
心，其首席执行官马斯克曾表示，该车销量
应该超过特斯拉现有其他所有车型的总和。

中信证券预计， 今年国产 Model Y 销
量有望超 18 万辆，中长期稳态销量有望超
40 万辆。

国国内内造造车车新新势势力力已已有有准准备备

与去年 5 月国产特斯拉 Model 3 价格
下调时，理想汽车 CEO 李想称之为“灭顶
之灾”不同，面对此轮特斯拉来势汹汹的降
价，国内造车新势力似乎做好了准备。

蔚来联合创始人秦力洪否认 “国产
Model Y 开售导致蔚来汽车惨遭大规模退
单”的传闻，并表示蔚来订单很稳定，而且
还在增长。

“Model Y 的降价并不意外， 其定价比
预期要高。 ”蔚来 CEO 李斌强调蔚来汽车
不会跟随降价，“蔚来和特斯拉的定价逻辑
是不一样的，特斯拉是视成本的变化进行价
格的调整，而蔚来在定价之初就已经考量了
成本变化和可能降价的空间等因素。 ”

对特斯拉此次降价行为， 小鹏汽车
CEO 何小鹏同样表示有信心，“内部电话
会都没有开， 降价已经证明仅仅是营销的
方式而已，而且还肯定是双刃剑。 ”

从 2019 年 10 月开始，国产 Model 3 前
后经历过 5次调价， 以标准续航版为例，其
价格由 35.58 万元一路降到今天的 24.99 万
元。 国内车企在经过缓冲期后，整体呈增长
态势，部分车企交付量屡创新高。

“此次大幅降价，主要还是对传统豪华
品牌车造成冲击。 ”业内普遍认为，与同级
别中型 SUV 的竞品车型———宝马 X3、奔
驰 GLC 和奥迪 Q5 相比，Model Y 的售价
和智能化配置具备明显的竞争优势。

“上述车企承压较重，且短时间内难
以应对。 ”业内人士直言，新能源汽车对燃
油车市场的侵蚀是一个趋势， 新能源汽车
企应共同做大市场。

降降价价空空间间仍仍未未见见底底

特斯拉为何疯狂降价？ “如果我们的车

太贵，消费者没有那么多钱，无论产品的价
值定位如何都卖不出去， 所以降低价格很
重要，这样消费者才会真正购买它。 ”在去
年特斯拉第三季度财报电话会上， 马斯克
表示，希望让特斯拉更加实惠，让更多人消
费得起。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特斯拉会持续
降低生产成本。

为了节省研发支出 ，Model Y 基于
Model 3 平台进行研发，两款车型共享 70%
以上零部件。

2020 年，特斯拉全年累计交付 50 万辆
车， 比 2019 年的 36.8 万辆同比增长 36%，

而增量部分几乎全部来自中国市场卖出的
Model 3。 乘联会数据显示， 国产 Model 3
累计销售已超 11.37 万辆。

“Model Y 当前处于产能受限状态，
随着零部件国产化率与产量持续提升，
Model Y 将开启‘走量’模式。 ”业内人士
指出，通过降价策略，特斯拉将进一步拓
展其市场份额。 “国产 Model Y 目前使用
的是三元锂电池， 后期或搭载宁德时代
磷酸铁锂电池， 以及推出单电机版本车
型，未来价格很可能降到 30 万元内以获
取补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