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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在整体车市低

迷的大环境下，新能源汽车市

场持续保持了高增长的发展态

势。这也巩固了中国作为全球

新能源汽车领先市场的地位。

但在新能源汽车的细分市场方

面，插电式混合汽车表现抢眼，

纯电动汽车则不尽如人意。业

内人士认为，从长远看，提升新

能源汽车的技术和安全保障最

为关键，同时需要重视汽车产

能过剩问题，以促进行业持续

健康发展——

前11个月，累计产销完成105.4万辆和103万辆，业内人士预计——

新能源汽车明年有望高增长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瑾

日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
显示，新能源汽车11月份产销量分别为
17.3万辆和16.9万辆，1月份至11月份，
新能源汽车累计产销分别完成105.4万
辆和 103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63.6%和
68%。

“在整体车市持续低迷、连续5个月
同比下降的大环境下，新能源汽车仍维
持高速增长状态，年度产销累计首次突
破100万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
部助理研究员周毅表示，11月份汽车产
销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18.9%和13.9%，
而同期新能源汽车产销在购置补贴、燃
油车限行和限牌等刺激下依然同比上涨
36.9%和37.6%。

同时，周毅也表示，11月份汽车产销
量 同 比 增 速 低 于 10 月 份 的 58.1% 和
51% ，低 于 9 月 份 同 比 增 速 64.4% 和
54.8%。而1月份至11月份新能源汽车

产销同比增速，低于1月份至10月份的
70%和75.6%，低于1至9月份的73%和
81.1%。他说：“这反映出，新能源汽车总
量呈上涨状态，但补贴的边际刺激作用
下降，增长速度进一步下降。”

对于新能源汽车实现百万目标，中
国汽车工业协会秘书长助理陈士华表
示：“预计今年全年产销会达到 120 万
辆，2019 年会持续相对高速发展，较
2018 年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至少增长 40
万辆。”

北京新场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王彦
敏认为，在政策和资本的双轮驱动下，这
个增长是意料之内的。这也进一步巩固
了中国作为全球新能源汽车领先市场的
地位。

同时，在新能源汽车行业内部，汽车
结构开始分化，插电式混动表现依然强
劲，而纯电动车则不尽如人意。

11月份，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3.5 万辆和 13.8 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
增长23.6%和30.3%，增长率较前几个月
持续下滑，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
分别完成3.8万辆和3.1万辆，几乎维持
与上月同等水平。

“长远来看，提升新能源汽车的技术
和安全保障是最关键的。”周毅认为，短
期来看，新能源汽车在补贴退出和来自
外资新能源汽车的竞争这两大挑战面
前，恐会出现过剩产能。工信部于2018
年12月6日发布《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
业及产品准入许可管理办法》，鼓励汽车
研发设计企业与生产企业合作，允许

“代工”生产汽车，这是一个极强的政策
信号，当前从主管部门到汽车制造企业
都应该重视汽车产能过剩问题。

此外，伴随着市场增长，我国的新能
源汽车企业也成长起来。1至11月中国

品牌汽车销量排名前10位企业为上汽、
吉利、长安、东风、北汽、长城、奇瑞、一
汽、广汽和比亚迪，10家企业共销售汽车
1042.35万辆，占中国品牌汽车销售总量
的 81.55%。据了解，与上年同期相比，
吉利、奇瑞和比亚迪销量呈两位数较快
增长，上汽和广汽增速略低，其他5家企
业呈不同程度下降。

以连续3年电动车销量位居全球第
一的比亚迪为例，其业绩正是得益于在
IGBT等核心技术领域的超前布局。12
月 10 日，比亚迪在宁波发布了 IG-
BT4.0 技术。经过 10 余年的技术积
累，比亚迪IGBT不断迭代更新，成为
中国第一家实现车规级IGBT大规模量
产、也是唯一一家拥有IGBT完整产业
链的车企。据了解，此次比亚迪推出的
IGBT4.0，在诸多关键技术指标上都优
于当前市场主流产品。

12 月 5 日，赛迪顾问发布的《2018
中国新能源公交车城市推广研究报告》
显示，新能源公交车作为城市交通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运营线路和里程固定，
有专属停车位和充电设施，有公共财政
补贴等优势，有望率先实现公交车的全
面新能源化。

赛迪顾问汽车产业研究中心高级分
析师吴楚骁认为，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
具备大规模推广应用的条件，但由于技
术、成本、基础设施、认知度等方面限
制，实现新能源汽车对传统动力汽车的
大量替换仍然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新能
源公交车有望率先实现公交车的全面新
能源化。

能源和环境问题为新能源汽车产业
带来发展机遇，环境污染、空气质量下降、
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等问题不断涌现，
我国的能源消费量逐年增加，能源安全面
临严峻挑战，社会对低碳、环保的清洁能

源产品需求不断提升。新能源汽车作为
低碳环保的重要产品，其发展也成为我国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体现。

根据预测，2020年我国石油消耗将
超过 6 亿吨，2030 年超过 8 亿吨，2030
年石油进口依存度将达到75%左右。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自2001年电
动汽车“863”重大专项发布后，国家相继
在战略投资、财政补贴、税收减免、标准法
规等方面推出超过100项政策。2009年
实施“十城千辆”推广应用工程后，新能源
汽车产销量开始不断增长。在补贴政策
的刺激下，2015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
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虽然财政补
贴逐步减少，但国家发展新能源汽车的路
线不会动摇，陆续出台的新政策将减少企
业对政策的依赖，促进行业良性发展。

中国连续9年蝉联世界汽车销量冠
军，2017年产销近3000万辆，但2017年
汽车销量同比增长仅为3.2%，乘用车销

量中自主品牌占比仅为43.9%。而2017
年新能源汽车的销量持续增长，达到
77.7万辆，增速达53.3%，占据全球新能
源汽车市场的一半份额。

吴楚骁认为，世界GDP总量前五的
国家中，中、美、日、德均是汽车制造大国，
但中国目前缺乏国际一流的自主汽车品
牌。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中国提升汽车工
业水平，带动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

今年新能源汽车补贴技术要求提升
后，新进入推荐目录的车型在整车能耗
指标、电池系统能量密度、续航里程等方
面基本能满足新的补贴要求。据统计，
在续航里程方面，有 75%的产品都达到
了300公里以上，其中18.4%的产品达到
400 公里以上，已基本满足大部分用户
的日常出行需求。现阶段，我国新能源
汽车在续航里程、能量密度指标和国外
基本处于同一水平，但在安全性、一致
性、成本、研发创新及装备制造等方面仍

落后。
数据显示，山东、广东、江苏、湖南、

河南等地公交车和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
均处于国内领先，山东和广东在新能源
公交车推广数量优势明显。北京、四川、
辽宁新能源公交车推广较慢，跌出新能
源保有量前十。国内新能源公交车保有
量超过1万辆的地区已超过8个。从新
能源公交车保有量占比情况看，河南、山
东、广东、湖南四地新能源公交车推广情
况最好，新能源公交车占比已超过50%，
安徽、福建、江西、河北、山西超过40%。

业内人士预计，新能源公交车市场将
逐步由政策驱动转向“市场+政策”双轮驱
动。从2017年数据看，全国大部分地区
整体替换率在40%以内。因此，短期内，
新能源公交车市场将在整体稳定增长的
同时，部分地区快速实现现有产品替
换。长期来看，新能源公交车市场将保
持与传统车类似的稳定市场销量。

公交全面新能源化尚需时日
本报记者 黄 鑫 实习生 毛钧谊

河北承德

尾 砂 矿 变 富 矿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咸力东

12月10日，在隆化县金富达建材企业生产车间里，几
十名工人正在紧张地忙碌着，他们通过加压机、静养室静养
等一道道工序，转眼间就把尾矿砂从废渣变成了供不应求
的建筑材料。

该企业质管部经理刘荣兴说：“我们生产地砖这一型号
的产品，每年要消解尾矿砂5万多吨，再加上加气砖、标砖
等其他产品，一年要消耗尾矿砂将近10万吨。这些地砖主
要用于市政路面建设，今年生产的近8万平方米的地砖已
经销售一空，市场前景非常好。”

金富达建材产销两旺，这仅仅是承德尾矿综合利用的
一小部分。承德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一座“依矿而
起，靠矿而兴”的资源型城市。目前已发现各类矿产98种，
查明资源储量的矿产55种，部分矿种的资源储量在河北省
乃至全国占有重要地位。丰富的矿产资源给承德带来了可
观的经济效益，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工业固废——尾矿。
目前，全市有尾矿库873座，约占全国的十七分之一，全省
的四分之一，而且每年有近2亿吨的新增量，尾矿累计积存
量约26亿吨。大量的尾矿给资源、环境、安全带来了巨大
的压力，已经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

如何化解尾矿库险情，实现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
承德市紧紧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机遇，围绕水源涵
养功能区的定位，全面启动了国家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的
创建工作。承德市委书记周仲明说，承德将按照绿色循环
低碳的发展要求，不断提高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水平，在
保护生态、消除隐患的同时，加快新型建材产业的发展，实
现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的多赢。

承德市先后出台多个文件，将矿山整治与城市绿色转
型，建设生态涵养区建设有机结合，明确各单位职责和任务
目标，并列入县区和市直部门领导班子考核内容，走上了开
矿致富—尾矿安全治理—变废为宝的绿色循环发展之路。
通过强有力的推动，截至今年9月底，全市累计实施尾矿制
备新型建材项目120个，累计投资118亿元。

在明确思路之后，承德市先后与清华大学、河北工业大
学、国家尾矿联盟、中国建材研究总院等几十所科研单位建
立了合作关系，广泛开展新产品的研究和开发。截至目前，
在全市已经形成涵盖墙体材料、保温材料、微晶材料等10
大系列50多种产品，使得市场销路得到了广泛拓展，年实
现产值 115 亿元，年消纳尾矿 5500 多万吨。带动就业
6000余人，其中仅宽城县就诞生了总投资35亿元河北正
一建材新型绿色保温建材、总投资5亿元承德新通源公司
尾矿生产微晶发泡陶瓷项目等16个尾矿利用项目，总投资
达到 47.68 亿元，全部达产后年可实现产值 45 亿元，利税
14亿元，年综合利用尾矿1500万吨。目前该县新通源公
司生产的微晶装饰板材、金隅干混砂浆等中高端产品已经
出口到日本、巴西、委内瑞拉、中东等国家和地区。

本报讯 记者沈则瑾报道：12月12日,上海人工智能
应用场景建设实施计划正式发布，这是全国首次发布面向
人工智能应用场景需求的征集计划。

上海10 大人工智能应用场景、19 个具体点位需求和
60个人工智能创新产品集中首发，旨在面向全球人工智能
企业征集解决方案，破解供需两类主体对接瓶颈，为AI企
业提供广阔的应用场景，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在上海
率先运用，加速转变为现实生产力、发展新动能。

据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总工程师张英介绍，作
为引领未来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在全面赋能各行各
业，推动社会生产力整体跃升。上海将立足全局加强谋划，
打造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型智慧城市，着眼于经济高质量发
展、保障和改善民生、城市精细化管理3个维度，推动人工
智能技术更好服务于增强产业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满足人
民美好生活需要和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这次上海发布的10大应用场景领域，突出3个特征。
从点来讲，集中展示 AI 在特定场景下的纵向应用，如：学
校、医院、工厂、家庭等，整合各类AI技术，打造整体式的解
决方案；从线来讲，体现AI在特定行业中的创新应用，如：
交通、政务、安防、金融等，推动人工智能对行业产生显著的
带动作用。从面来讲，通过AI跨领域跨行业的集中应用，
如：园区、社区等，体现人工智能对区域的全面赋能。

破解人工智能供需对接瓶颈

上海征集应用场景解决方案

·广告

桂林汉西鸣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于2018年6

月刚刚成立，是专业提供绿色环保建筑工程类

新材料、新设备及技术服务的技术创新型企

业，获得了多项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但

对于税务问题经常是一头雾水。了解到这一情

况后，桂林税务部门开展了“一对一”的精准

辅导，有针对性地开展税收政策、办税注意事

项等方面的辅导，让企业尽快熟悉办税流程，

充分享受国家的税收优惠红利。

连日来，为进一步促进民营企业减税降

负、便利办税，广西桂林市税务部门开展“大

走访”活动，深入企业问计问需，听心声，优

服务，解难题，发挥税收职能作用，持续优化

税收营商环境，助力民营企业蓬勃发展。11月

22日，桂林市税务局率队来到桂林家乐实业开

发有限公司，了解纳税人生产经营情况，听取

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需求和建议，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对企业提出的企业端申报软件升级、

个人所得税新政策使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等问题进行了现场答复和解决。

在走访过程中，桂林市税务部门了解到

桂林国际电线电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月底对

增值税发票需求加大，而一般的审批流程需

要两至三天，不能满足公司的开票需求后，

立即特事特办，结合相关制度，为公司立刻

开启绿色办税通道，经过各部门的通力合

作，即时受理，当场办结核准同意，整个流

程只用了半天时间，比正常流程节省了两天

多时间。

为更好助力民营企业发展，桂林市税务部

门不断优化服务，促进民营企业减税降负，多

措并举为民营企业发展添动力。今年 1—10

月，共为民营企业减免各类税款10.7亿元，其

中为小微企业减免税款2.7亿元。

桂林税务：主动服务助力民企减税降负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锦城支行
机构编码：B0003S251010194
许可证流水号：00705449
批准成立日期：2018年11月2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盛和三路1号
发证日期：2018年11月23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青羊万达广场支行
机构编码：B0003S251010195
许可证流水号：00705462
批准成立日期：2001年05月09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万花一路163号、165号、167号
发证日期：2018年12月12日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子大道支行
机构编码：B0207S251010004
许可证流水号：00705455
批准成立日期：1999年12月30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南区交子大道500号誉峰项目

地上第1层L-101、129、130、131、132号商铺
发证日期：2018年12月10日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中粮锦云社区支行
机构编码：B0207S251010151
许可证流水号：00705456
批准成立日期：2018年11月23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崔家店横一街61、63号
发证日期：2018年12月10日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空港新城支行
机构编码：B0207S251010150
许可证流水号：00705457
批准成立日期：2018年11月07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草池镇安顺街
20号A栋
发证日期：2018年12月10日

四川银保监局筹备组
关于颁发、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四川银保监局筹备组批准，颁发、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
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
列的为准。发证机关：四川银保监局筹备组。现予以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网站（www.cbrc.gov.cn)查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