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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东风日产启辰正式宣布，向新能源领域全面
转型，不再研发纯燃油新车，未来每年将推出不少于两
款全新新能源车型。

在政策与市场的双轮驱动下，新能源汽车市场火爆
程度远超预期，车企也顺势而为，积极向电动化方向转
型。当前，越来越多的车企相继宣布停产、停售燃油车的
时间表。 “燃油车时代”似乎正在成为过去式。

■■多家车企计划弃“燃”

放眼全球市场，不少国家发布了燃油车相关的禁售
时间表。2022 年 6 月，欧盟就燃油车禁售计划达成共识，
同意从 2035 年开始禁止在欧盟境内销售燃油汽车；8
月，美国加州宣布将在 2035 年前全面禁售新的燃油车，
并设定了逐步淘汰燃油汽车的中期目标。 国内方面，海
南省打响“禁燃”第一枪。 2022 年 8 月，海南省政府发布
《海南省碳达峰实施方案》明确，到 2030 年海南全岛全
面禁止销售燃油汽车。

此外，也有不少国内外知名汽车制造商相继制定了
停产燃油车的规划。 北汽、长安、海马、汉马科技将于
2025 年全面停售燃油车， 梅赛德斯-奔驰将于 2030 年
停产燃油车， 大众汽车将于 2035 年在欧洲市场停产燃
油车。 部分车企甚至在 2022 年便叫停了燃油车业务，其
中包括比亚迪、长城等。

“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已是大势所趋。 ”全联车商投
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总裁曹鹤告诉记者，“面对碳减
排压力，欧盟、美国，甚至包括印度都已经相继发布禁售
燃油汽车的时间表。国内未来大概率也会制定相关的时
间表。 ”

■■“一刀切”不可取

根据中汽协的数据，2022 年， 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
为 500 万辆，同比增长 47%。新能源汽车行业正逐渐迈入由市场驱动的高
速发展期，似乎已初步具备停售燃油车的基本条件。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提醒，国内汽车市场“禁燃”切忌“一刀切”。“车辆
电动化转型是保护环境和人民健康的需要。 不过，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
各个行业对车辆的使用要求也不相同，所以不建议‘一刀切’，不能全面、
立刻禁止燃油车，应当适度、分步、按需、科学‘禁燃’。”新能源与智能网联
汽车独立研究者曹广平表示。

有分析认为，虽然在限行、限号等限制下，燃油汽车似乎进入了退市倒
计时，但在部分场景下，新能源汽车短期内仍然难以全面取代传统燃油车。
“燃油车市场可能还会有一定程度的回温。 ”曹鹤表示，“我认为，未来燃油
车会在部分场景里逐步退出，但在某些场景里是一定要存在的。 比如，农村
的电动汽车售后网络和基础设施不健全，暂时难以满足使用需求。 ”

曹广平也表示：“未来，燃油车会在特殊领域，比如军事、警用、消防、
救护以及野外作业等行业以不同程度不同时间段不同比例地存在。车企、
省市或国家制订‘禁燃’时间表或规划，要慎之又慎，全面科学，其重点在
于尊重市场需求，满足经济和社会效益并重以及具体的技术可行性。 ”

■■依靠创新解决用户痛点

对于后续传统燃油车退市的问题，部分消费者也存在一定顾虑。北京
一位车主告诉记者：“电动汽车对于我们这种有长途需求、 没有车位安充
电桩的人确实不大方便。如果以后能够解决续航问题、高速服务区充电排
队的问题，我肯定会选择买电动汽车。 ”

对此，业内有观点认为，新能源汽车若想占领市场，必须准确抓住消
费者的需求，在车辆续航能力、安全性、稳定性方面取得的信任。 “从车企
的实际来看， 如果没有在纯电动方面有创新技术以及智能化的产品拉动
能力来赚取效益，肯定是不行的。没有技术发展，仅靠政策照顾，不是长久
之计。”曹广平认为，“‘禁燃’或者‘弃燃’，前提是必须要靠创新，真正满足
用户需求，解决用户痛点，否则市场和用户也不答应。 ”

“新能源汽车是大势所趋，但纯电动汽车并不是新能源汽车的全部，
今后还会出现其他一些能源形式。比如，这两年氢燃料电池汽车可能也会
迅速发展起来。 ”曹鹤说。

另外，虽然新能源车型在销量上已经取胜，但大部分企业常年处于亏
损状态。 “目前很多纯电动汽车‘卖一辆亏一辆’的根本原因是不去创新。
比较典型的就是资金‘融融融’，技术‘买买买’，结果买回来的技术堆在一
起，成本高但效果并不好，卖高价用户不接受，只能赔本凑销量。 ”曹广平
指出。

“比亚迪之所以敢叫停燃油车业务，是因为其电动汽车的销量已经能
够保证实现盈利。 有了这个标杆，今年、明年新能源汽车行业的盈利能力
会逐步向好。 ”曹鹤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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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 新能源车企陆续公布 2022
年 12 月的销量数据。 至此，2022 年新能源
车企的全年销量成绩单也已出炉。

回顾整个 2022 年，新能源汽车市场跌
宕起伏。动力电池原材料价格疯涨，“缺芯”
困扰仍在，新能源车企被迫涨价，传统车企
新能源品牌奋力追赶， 造车新势力力求突
围……虽然有喜有忧，但整体看来，我国新
能源汽车产业在逆境中成长， 相关企业表
现不俗。

■■销量创新高

受动力电池原材料供需错配、 疫情等
不可控因素影响， 多数新能源汽车企业一
定程度上产销受限、车辆延迟交付。 例如，
2022 年 11 月底， 理想汽车发布公告称，受
核心零配件供应延迟的影响， 部分原定于
11 月底交付的用户将延期至 12 月。 2022
年 12 月底，蔚来也发布公告称，由于需求
疲软以及供应链的限制，12 月在生产和交
付方面面临挑战，2022 年第四季度交付指
引下调至 3.85 万至 3.95 万辆。

不过，整体看来，绝大多数主流新能源
车企销量同比、环比的数据均出现上涨。

2022 年 12 月，比亚迪新能源汽车销量
235197 辆，同比增长 150.5%；全年累计销
售新能源汽车超 180 万辆。 无论是单月销
量还是全年销量， 比亚迪均遥遥领先于其
他新能源车企，成为 2022 年新能源汽车市
场最大的赢家。

造车新势力方面，2022 年 12 月， 哪吒
汽车交付 7795 辆， 全年累计销量 152073
辆， 成为 2022 年造车新势力的销量冠军，

并完成了自己年销 15 万辆的目标。 理想汽
车 2022 年 12 月交付 21233 辆， 刷新其单
月最高交付量成绩， 全年累计交付新车
133246 辆。 理想汽车联合创始人沈亚楠表
示， 理想汽车成为造车新势力中最快达到
月交付超过 2 万辆的品牌。 “理想 L9 和理
想 L8 的交付量均超过了 1 万辆，两款车巩
固了我们在 30 万至 50 万元价格区间的市
场地位。 ”2022 年 12 月， 蔚来交付 15815
辆， 全年交付 122486 辆。 2022 年 10 月以
来， 经历了一系列的组织架构变动与策略
调整后， 小鹏汽车交付量重回月销破万水
平，12 月交付 11292 辆新车，全年累计交付
120757 辆。 零跑汽车 2022 年 12 月销量为
8493 辆， 全年累计交付量为 111168 辆，同
比增长 154%。 值得注意的是，2022 年 9 月
底，零跑汽车在港交所上市，是造车新势力
中第 4 家上市的公司，不过，其随后的销量
增长乏力，市场表现不佳。

传统车企新能源品牌方面，2022 年 12
月， 广汽埃安销量 30007 辆， 同比增长
107%；全年累计销售 27.1 万辆，同比增长
126%， 实现了广汽集团总经理冯兴亚要
将目前“蔚小理”的格局改写成“埃小蔚”
的目标 。 极氪 2022 年 12 月交付 11337
辆，全年累计交付 71941 辆，持续蝉联 30
万元以上纯电车型销量冠军，完成年销售
7 万辆的目标。AITO 问界 2022 年 12 月交
付 10143 辆，自 2022 年 3 月以来，AITO 总
交付量为 76018 辆。

■■补贴退出迎机遇

2022 年 12 月 31 日，延续了 13 年的新

能源汽车国家补贴正式终止退出，“有底
气”的强势车企已于 2022 年底提前发布涨
价通知。 进入 2023 年，更多车企密集发出
涨价通知。

其中， 比亚迪相关车型官方指导价上
调 2000 元至 6000 元不等； 广汽埃安旗下
部分车型的售价上调 3000 元至 8000 元不
等； 睿蓝汽车价格上涨幅度在 5000 元至
8000 元不等；长安深蓝 SL03 纯电版价格上
调 3000 元至 6000 元不等；一汽-大众两款
车型售价上调 6600 元……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此前销量表现不
及预期的小鹏汽车、 零跑汽车 C01 等则较
为保守，均选择延续此前国补促销价格。

乘联会指出， 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出
的意义重大，已经很低的补贴即使延续，
同步带来的补贴成本也是存在的。 补贴
成本与补贴的收入相比， 没有补贴更有
利于企业聚焦市场。 中国新能源汽车占
世界 60%以上的市场份额， 补贴取消有
利于降低市场增长的预期， 前期大量的
电池投资和上游矿产投资带来的供给充
足，加之上游预期的调低，有利于降低资

源价格。
长城证券的研报指出， 新能源汽车涨

价幅度普遍小于年底退出的补贴额度，且
消费活动恢复，新能源车市仍保持高需求。

■■2023 年车市向好

中汽协的数据显示，2022 年 1-11 月，
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占有率已达 25%，提
前完成《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
2035 年）》中“新能源汽车将在 2025 年渗
透率达到 25%”的目标。 根据中汽协近日
的预计，2023 年，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将
达 900 万辆，同比增长 35%。

对于 2023 年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发展，
不少车企也信心满满。

广汽埃安总经理古惠南近日透露，
广汽埃安 2023 年的目标是 “保 50 万
辆 、 冲 60 万辆 ”， 到 2030 年产销突破
150 万辆。 另外， 广汽埃安预计在 2023
年底或 2024 年初上市。

蔚来创始人李斌认为， 新能源汽车市
场在 2023 年上半年会有一个承压期。 “供

需两端的压力都会较大， 但需求端的压力
会更大。我们希望 5 月能够逐步恢复。 2023
年，我们全年销量离宝马、奔驰、奥迪的油
车销量肯定还是有距离的， 但是我对 2023
年销量超过雷克萨斯油车品牌还是非常有
信心的。 ”

据悉，2023 年，蔚来旗下智能电动旗舰
轿跑 SUV EC7、全场景智能电动旗舰 SUV
全新 ES8 等全新车型将在上半年开启交
付。 同时，第三代换电站和 500kW 超快充
也将于 2023 年上半年开始部署。

另外，对于 2022 年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利润分摊不均等问题， 行业人士均表示即
将会有所缓解。

中汽协副总工程师许海东认为：“新能
源汽车发展不光是一个简单的价格、 供求
问题，还牵涉到企业未来战略。随着新能源
汽车销量在逐渐增加， 规模效应应该会发
挥越来越好的作用。 ”

乘联会表示，目前，碳酸锂价格已经在
期货端降到 40 万元/吨以下， 未来几个月
的电池成本必然明显下降， 这对改善整车
企业盈利带来很大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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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汽跨界进化出“五化”：汽车四化 + 能源化
■■本报记者 秦淑文

在 2022 年年底举办的第二十届广州国际
车展上，广汽集团公布了 2022 年业绩和 2030
“万亿广汽 1578 发展纲要”。

为达此目标， 广汽将通过发力 5 大增量、
夯实 7 大板块、落实 8 大行动，力争 2030 年实
现产销超 475 万辆、营收 1 万亿、利税 1 千亿
的目标，成为产品卓越、品牌卓著、创新领先、
治理现代的世界一流科技企业。作为万亿广汽
蓝图筑基之年，2023 年广汽集团将挑战汽车
产销同比增长 10%的目标。

目前， 广汽集团已积极布局矿产资源，未
来将在能源及能源生态领域加大投入， 建立
“锂矿+基础锂电原料生产+储能与动力电池
生产+充换电+储能” 纵向一体化的新能源产
业链布局，进一步完善动力电池上下游产业链
布局，降低产业链成本，实现新能源产业链整
体自主可控，同时协同发展储能业务，提高广
汽产业链核心竞争力。 这标志着在电动化、智
能化、网联化、共享化四化道路上疾驰的过程
中，广汽又跨界进入了能源化。

二十五年厚积沉淀
实现高质量发展

2022 年，广汽全年预计产销汽车 245.9 万
辆、240.4 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约 15%、12%；汇
总营业收入 5144.6 亿元， 同比增长约 19.7%；
利税总额 651.9 亿元（统计口径），同比增长约
13.2%，产量、产值、营收、利润预计均超额完成
挑战目标。

2022 年， 广汽旗下企业实现了高质量发
展。 自主品牌“双子星”广汽传祺、广汽埃安合
计产销超 62 万辆， 创造广汽自主品牌事业发
展的历史最好成绩。 其中，新能源汽车占比超
43%。 广汽埃安完成股改和 A 轮融资，投资估
值超千亿元，成为国内未上市新能源车企中估
值最高的企业。合资企业广汽丰田全年产销突
破百万辆，成为广汽首个迈入百万辆俱乐部的

整车企业。
2022 年，广汽在电气化方面全面发力，广

汽能源科技公司成立运营， 积极布局矿产资
源，打造能源生态，投资 109 亿元的自主动力
电池产业化项目———因湃电池动工开建。

此外， 广汽埃安第二工厂和广汽丰田新
能源汽车产能扩建项目相继竣工投产， 广汽
本田新能源车产能扩大建设项目也加快推
进，为电动化奠定产能基础。 智联化方面加速
落地， 广汽星灵电子电气架构核心普赛操作
系统开发进展顺利， 计划 2023 年量产搭载，
有望成为国内首个量产落地的车云一体化电
子电气架构； 人工智能自动驾驶团队基于纯
视觉自动驾驶技术路线， 利用人工智能初步
完成了核心技术研发。 共享化方面持续深耕，
如祺出行加速推动 Robotaxi （无人驾驶出租
车）商业化落地，在广州南沙开始有人驾驶网
约车与 Robotaxi 混合运营， 并完成 A 轮融
资，正按计划推进 IPO 相关准备工作。数字化
方面纵深推进， 广汽数字化转型三年行动计
划 GDA1.0（2020-2022）成功收官，整体数字
化水平大幅提升， 自主品牌数字营销达成行
业领先的阶段性目标。

擘画万亿广汽蓝图
创建世界一流企业

2022 年这些成果的取得更加坚定了广汽

集团高质量发展、创建世界一流企业的信心和
决心。 在发布会上，广汽集团发布了面向 2030
年的万亿广汽蓝图，即“万亿广汽 1578 发展纲
要”，力争在 2030 年成为智能新能源汽车领域
的世界一流科技企业。

“1”代表 1 个目标，到 2030 年，广汽集
团要实现产销超 475 万辆、 营收 1 万亿、利
税 1 千亿，成为产品卓越、品牌卓著、创新领
先、治理现代的世界一流科技企业；“5”代表
发力 5 大增量，包括整车转型升极、零部件
强链延链、能源及生态赋能、国际化勇毅前
行、智慧出行商业化运营；“7”代表夯实 7 大
板块，包括研发、整车、零部件、能源及生态、
国际化、智慧出行、投资与金融；“8”代表落
实 8 大行动， 要着力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科
技创新研投并重、自主品牌全力提升、强链
延链优化结构、能源生态全面发力、软件业
务深度布局、海外市场重点突破、智慧交通
模式创新。

广汽集团总经理冯兴亚表示，能源生态布
局是万亿广汽蓝图新的重要增长点。 未来，广
汽集团将在能源及能源生态领域加大投入，建
立 “锂矿+基础锂电原料生产+储能与动力电
池生产+充换电+储能” 纵向一体化的新能源
产业链布局，进一步完善动力电池上下游产业
链布局，降低产业链成本，实现新能源产业链
整体自主可控，同时协同发展储能业务，提高
广汽产业链核心竞争力。

为助力万亿广汽蓝图实现，广汽集团旗下
自主板块也发布了各自的举措。广汽研究院副
院长张帆表示，在平台化方面将开发出广汽第
三代整车架构，智联化方面将构建覆盖智能汽
车全生命周期的产品服务体系，实现商业模式
的创新，电气化方面将初步实现多种灵活燃料
动力产品量产。

广汽乘用车总经理张跃赛表示，广汽传祺
将加速向新能源科技公司转型。首款搭载星灵
电子电气架构的传祺车将于 2023 年正式亮
相。 广汽埃安总经理古惠南则表示，广汽埃安
每年将推出不少于 2 款全新车型，同时加速启
动国际化战略，成为世界一流高端智能电动车
品牌，力争 2030 年销量突破 150 万辆。

如祺出行首次集中展出全开放 Robotaxi
运营科技体系落地成果。

广汽传祺全新一代 GS3·影速

广广汽汽埃埃安安最最新新““科科幻幻旋旋翼翼 GGTT””——HHyyppeerr GGTT

因湃电池科技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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