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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行业重大管理政策
政策引领-政策引领



政策引领-充分竞争、放开市场：放开外资准入
4月10日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宣布：

中国决定在扩大开放方面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举措。

第一条：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尽快放宽汽车行业等制造

业外资股比限制。

6月28日国家发改委宣布将分阶段取消汽车行业股比限制6月28日国家发改委宣布将分阶段取消汽车行业股比限制
2018年取消专用车、新能源汽车外资股比限制；
2020年取消商用车外资股比限制；
2022年取消乘用车外资股比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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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取消合资企业不超过两家的限制。
通过5年过渡期，汽车行业将全部取消限制。



政策引领-充分竞争、放开市场：降低汽车整车及零部件进口关税

2018年7月1日起，降低汽车整车及

零部件进口关税。

汽车整车税率为25%的135个税号

和税率为20%的4个税号的税率降至

15%

汽车零部件税率分别为8%、10%、

15%、20%、25%的共79个税号的

税率降至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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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引领-提高门槛、加强监管：汽车产业投资管理规定

完善汽车产业投资项目准入标准，加强事中事后

监管，规范市场主体投资行为引导社会资本合理

投向，防范盲目建设和无序发展。严格控制新增

传统燃油汽车产能，积极推动新能源汽车健康有

序发展着力构建智能汽车创新发展体系序发展着力构建智能汽车创新发展体系。

《新建纯电动乘用车企业管理规定》~国家发展《新建纯电动乘用车企业管理规定》 国家发展

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5年第27号令)、《关于

完善汽车投资项目管理的意见》~(发改产业

[2017]1055号)、《汽车产业发展政策》~(国家发

展改革委2004年第8号令)自本规定实施之日起废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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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



政策引领-提高门槛、加强监管：汽车产业投资管理规定

整车项目投资布局方向中强

调需要优化产能布局，并首先

在新能源整车项目布局，强调科学规划新能源产业布局，传统车

企业要调整产品结构，增加开发新能源产品。同时新建项目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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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考虑位于省份的产能利用率 向基础好、创新体系全，配套能力强的省份区域集中。



政策引领-提高门槛、加强监管：汽车产业投资管理规定

强调增加了智能汽

车和节能汽车的重点车和节能汽车的重点

发展领域

首次将芯片、中央

处理器和操作系统等

关键零部件系统和开关键零部件系统和开

发作为重点研发领域，

并要求推动技术研发并要求推动技术研发

等能力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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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引领-提高门槛、加强监管：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许可

推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许可管理改革

（立法）；规定了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

准入许可申请、受理、审查、决定、监督检查、

法律责任法律责任

道 准完善《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许可

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相关内容，明确道路

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许可审查要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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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许可审查要求（集

团化管理、自我检测、有序放开检测等）



政策引领-后补贴时代的政策红利：交通运输服务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三年行动计划

从2018年到2020年间，公共服务领域新增的新能
一是推广使用新能源汽车，重点区域港口、机

场 铁路货场等作业车辆采用新能源或清洁能源
源车需求总量接近30万辆（不含更新替换），相关的

企业将获得巨大的行业发展红利。

场、铁路货场等作业车辆采用新能源或清洁能源

汽车替换。2020年底，重点区域的直辖市、省会

城市、计划单列市建成区公交车全部更换为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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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汽车。



政策引领-后补贴时代的政策红利：各地方的新能源汽车推广鼓励政策

建成区新增和更新的环卫、邮政、出租、通勤、轻型物流配送车中新能源车或清洁能源汽车比例达到

80%以上。2020年底前，建成区公交车全部更换为新能源汽车。

2018-2020年，新能源汽车（标准车）推广数量分别不低于4.3万辆、5万辆、6万辆。新增、更新公

务用车中新能源车比例大 到 年 公交 出 邮政 市内货 等行业新增车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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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用车中新能源车比例大于80%。到2022年，公交、出租、环卫、邮政、市内货运等行业新增车辆力

争全面实现电动化。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趋势 技术驱动趋势-技术驱动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历程
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主要划分为四个时期，分别是研

发布局时期、产业准备时期、示范推广时期、规模化应

用时期。

“十一五”期间，借助奥运会与世博会召开契机，首

次开展规模示范应用 并推出开展“十城千辆”等示范次开展规模示范应用，并推出开展 十城千辆 等示范

推广活动。

“十二五”期间，由小规模示范、产业化推动到产业

10 year
十 期间，由小规模示范、产 化推动到产

化推广，由四个部委到多个部委共同推动新能源汽车组

织实施。同时，在这期间政策法规标准在逐步完善，企

中国新能源汽车在最近10年快速发展，已成
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销第一，但是主要的功

劳是政府的产业扶持政策

业热情也在逐步提高。

横向层面已经形成良性发展局面和完整产业链体系，

纵向层面 由于政策大力支持 政府和资本 市场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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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层面，由于政策大力支持，政府和资本、市场形成

了很好的合力，共同在推动产业整体的发展。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趋势

$

产业变革

$

产业变革
销售售后

能力
政策变革 技术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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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变革：货币补贴向政策支持转变

补贴刺激新能源汽车连续4年

高速增长 下一步会遇到瓶颈高速增长，下 步会遇到瓶颈，

瓶颈在100万到130万辆（2017

年78 6万辆）

财政补贴 限行优惠
年78.6万辆）。

双积分（目前乘用车双积分已双积分（目前乘用车双积分已

于2018.4.1实施，商用车双积分

正在制定）及政府限行优惠会分

双积分
正在制定）及政府限行优惠会分

别从供给侧和需求侧改变，积极

影响市场总规模。影响市场总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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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变革：产业链、产业融合、产业发展模式

?

产业链：随着电动汽车发展， 产业融合：汽车产业 能 产业发展模式：很多传统汽产 链 随着电动汽车发展，

传统汽车+电动化的变革，

以及在未来智能化的变革，

产业融合：汽车产业、能

源行业、通讯、信息、交

通、互联网等等深度的产

产业发展模式：很多传统汽

车企业纷纷介入了移动出行，

和移动出行也是建立了联合

在整体产业链延伸、纵向和

横向延伸空间非常大

度 产

业融合，会促成全新的一

个生态链重构

合作关系（滴滴大众），也

有部分车企自己在投入移动

出行服务（曹操专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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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变革

在新的电动化、智能化、共享化等几个新

的技术整合下，相互推动、相互关联、相新能源汽车 的技术整合下，相互推动、相互关联、相

互影响，会带来新的发展。今后汽车不单

单是一个交通运输工具，更多承载移动智

新能源汽车
技术

能终端作用，它的集成化会越来越高

新材料、电池、燃料电池电堆、控制系统、

芯片、环境感知元件、智能执行机构、操
新能源汽车
核心部件

作系统、无线通讯设备、车载智能计算平

台等

核心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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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那么好，政策那么好，
如何把握机会?



核心竞争力：突破关键技术
新能源汽车待攻克的十大关键技术

1.基于高强钢、轻金属和复合材料的车身轻量化技术；基于高强钢、轻金属和复合材料的车身轻量化技术；

2.以能量管理为核心的整车、电池及其他部件的控制技术；

3.突破燃料电池电堆性能、系统寿命及集成技术；

4.动力电池系统安全性、可靠性技术；

5. 动力电池的回收拆解关键技术；

6 高输出密度 高效率永磁电机技术6.高输出密度、高效率永磁电机技术；

7.高传动效率的动力系统机电耦合技术；

8.动力电池金属钴和锂等关键原材料，固态电池等新技术；8.动力电池金属钴和锂等关键原材料，固态电池等新技术；

9.汽车智能控制、5G 网络、智慧交通相关等新能源汽车智能

化技术；

10.超快速充换电和无线充电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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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身轻量化：碳纤维在汽车上的应用
碳纤维车身骨架

特点 重量轻（传统车身的

10%）、高强度（传统车身的

两倍以上）、兼承载式和非承

式车载式车身的优点

大幅减轻车身重量，提高续

航里程62% 航里程

提高车辆碰撞的安全性

降低整车生产线投资约80%

62%
32%

降低整车生产线投资约80%

简化汽车生产工艺

无焊接、无冲压、无喷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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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焊接、无冲压、无喷涂、

只需要总装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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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身轻量化：碳纤维在汽车上的应用

Vehicle Structure整车结构
Frame size 框架尺寸Frame size –框架尺寸

Width 1660mm/ 宽1660毫米
Length 3805mm (excluding front and rear bumper)/长
3805毫米（包括前后保险杠）3805毫米（包括前后保险杠）
Height 1250mm/高1250毫米

Structure – 结构
Design to meet Euro NCAP 2015 test protocolg p
设计达到欧洲2015碰撞测试协议要求
No B-Pillar/没有B柱
To accommodate Hydrogen fuel cell/使用氢燃料电池

框架重量 公斤Mass of the frame – 75 kg/框架重量-75公斤
Frame materials – /框架材料

Axontex(TM) beams/Axontex 横梁
Shear panels CFRP/碳纤维布覆盖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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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ar panels CFRP/碳纤维布覆盖件



回收利用：废旧新能源汽车回收利用及再制造

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废旧新能源汽车的高

技术修复、改造、拆解的产业化，重点在

电池、电机、轮胎等零部件实现再制造。

2018年6月22日，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司长高云虎、

综合利用处处长王文远等相关领导一行就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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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莅临衢州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项目华友调研指导。



快速充换电和无线充电

“时空移动电网”的超级换电站，自2015年9月以来，

公司已经在杭州投资运营了23个换电站，累计投放的各

品牌纯电动汽车近两千辆，行驶总里程已接近1亿公里

许多家汽车制造商也即将进军汽车无线充电市许多家汽车制造商 即将进军汽车无线充电市

场；到2020年汽车无线充电技术将成为行业主流

“动态充电”意味着在未来电动汽车可在行驶

27 / 43

过程中进行自我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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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智能化：国家战略
术术

智能汽车是国家战略，发改委发布了《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

智能网联汽车未来将在技术创新、产业生态、路网设施、法规标准、产品监管、信息安全等六个方面构建

战略体系。

将成立国家智能创新发展平台公司（千亿级） 跟智能汽车相关的所有设施 公共技术规则的管理都由这将成立国家智能创新发展平台公司（千亿级），跟智能汽车相关的所有设施、公共技术规则的管理都由这

个公司运营
www.rapidbbs.cn



汽车智能化：协同的技术创新体系

智能网联汽车涉及汽车、通信、

交通、信息技术等不同产业，产业

链长，技术领域众多，其发展非某

单一行业或单位实体可以完全承载

推动汽车企业与互联网企业交叉

创新 重点攻克环境感知 智能决创新，重点攻克环境感知、智能决

策、协同控制等核心技术，促进传

感器、车载终端、操作系统等研发

与产业化应用。打通技术研发、转

移扩散和产业化链条，形成以市场

化机制为核心的成果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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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智能化：关键零部件和系统

 智能汽车领域重点发展复杂环境感知、新型智能终端、车载智能计算平台等关键共性技术

，车载传感器、中央处理器、专用芯片、操作系统、无线通讯设备等关键零部件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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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电池：氢燃料电池产业链

我国非常重视氢燃料电池产业的发展，《“十三

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能源技术革命

创新行动计划（2016-2030年）》《中国制造2025》

都将氢燃料电池技术确定为重要的内容

截至2017年9月，我国大约215家注册企业直接

从事氢燃料电池相关业务从事氢燃料电池相关业务

国内相关企业快速布局氢燃料电池产业，虽然部

分环节如增湿器、氢循环装置等仍然缺乏相关企

业，但是产业链聚集的速度正不断加快，并趋于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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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电池：氢燃料电池关键技术
核心组件如质子交换膜、催化剂、碳

纸、碳布、膜电极、双极板等，中国虽

进行了基础研发及小规模量产，但其性

能、成本与国外先进水平相比均有不足。

国外已可实现关键零部件的大规模生产国外已可实现关键零部件的大规模生产，

中国多处在试生产、小规模生产阶段

集成技术的差距，使中国燃料电池发

动机功率明显低于国际水平，例如，中

国典型燃料电池轿车的电池功率约为

35~50 kW，而国际先进水平可达人类未来的能源格局极有可能「脱碳入氢」，而燃料电池汽车恰与

此方向匹配 90~100 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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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方向匹配

更重要的是，中国必须坚持「能源多元化」的战略。



上海中心助力新能源汽
车产业发展 多方协同车产业发展-多方协同



公司简介—基本情况1
Pa
rt 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心）是由上海机动车检测中心转制而来，

中心所属国家机动车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上海）、国家新能源机动车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是
第三方的国家级机动车产品检测机构。

 公司公司占地面积占地面积1 81 8万平方米万平方米

 目前总资产超过目前总资产超过1 31 3亿元亿元

 具有投资规模大 检测门类全 技术具有投资规模大 检测门类全 技术

股东单位：

 具有投资规模大、检测门类全、技术具有投资规模大、检测门类全、技术

水平高、综合技术服务能力强等特点。水平高、综合技术服务能力强等特点。

 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汽车工业科技发展基金会

 上海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C Q C）

 同济大学



公司简介—资质授权

国家及资质认定国家及资质认定、
授权

• 国家机动车产品质量监

省级资质认
定、授权

国家认可
国家机动车产品质量监

督检验中心（上海）

• 国家新能源机动车产品

定、授权

• 上海市产品质监

• CNAS认可检

测/校准实
国家新能源机动车产品

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 国家机动车专用检测设

机构

• 上海市产品质量

验室技术资质认定

• 市级企业技术中心 国家机动车专用检测设

备计量站

• 汽车缺陷产品召回检测/

鉴定组织单位
市级企业技术中心

• 高新技术企业

汽车缺陷产品召回检测/

实验认定实验室



公司简介—资质授权
Pa
rt

国际政府/组织/国际政府/组织/
同行认可

美国FCC试验能力认可

•德国TÜV南德意志集团认定

实验室

•美国FCC试验能力认可

•美国保险商实验室UL见证试

验能力认可

•德国TÜV北德意志集团认定

实验室

验能力认可

•英国车辆认证局认定实验室

德国机动车监督协会认定实

•西班牙IDIADA汽车技术公司

认定实验室

•德国机动车监督协会认定实

验室

•德国莱茵TÜV集团认定实验

•澳大利亚交通部认可实验室

•日本自动车研究所认定实验

•德国莱茵TÜV集团认定实验

室

室

•Euro NCAP能力认同



服务领域
Pa

44中心中心+2+2所所

rt

覆盖覆盖1212大检测研究领域大检测研究领域

在
用
车车
测
试
鉴鉴
定
-
服服
务
三
方



研究工作

•• 专项技术研究专项技术研究

标准体系研究标准体系研究

排放排放

•• 标准体系研究标准体系研究

•• 测试评价研究测试评价研究

新能源新能源

电子电器电子电器•• 产业链开发产业链开发

•• 检测方法研究检测方法研究

电子电器电子电器

安全部件安全部件

•• 技术规范应用研究技术规范应用研究

•• 技术服务平台建设技术服务平台建设

安全部件安全部件

主被动安全主被动安全技术服务平台建设技术服务平台建设

•• 管理体系研究管理体系研究

•• 技术及服务模式研究技术及服务模式研究



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测试技术研究4
Part

建立智能网联汽车的技术测试、新能源评价等技术能力。拓展新能源汽车整车

及关键零部件尤其是燃料电池系统方面的测试能力 建立检测数据管理系统为

打造数据中心

及关键零部件尤其是燃料电池系统方面的测试能力，建立检测数据管理系统为
中心建立以数据交互分析为基础的评价体系打下基础

国内 早开展新能源汽车检测研究的机构

致力新能源汽车

国内 早开展新能源汽车检测研究的机构
联合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组建上海新能源汽车工程技术中
拥有国内 强的新能源检测实验室

聚焦智能网联

感知系统在环测试校准研究
辅助智能驾驶系统（ADAS）测试研究

聚焦智能网联

整车硬件在环、混合仿真测试研究
软件在环测试研究



4
Pa

动力电池

以微观材料分析技术为核心，构建涉及
动力电池、燃料电池测试技术研究

rt
以微观材料分析技术为核 ，构建涉及

电池材料—单体—系统—管理系统全产业

链分析评价能力

电池安全性、寿命、一致性，电池标准

体系建设和电池回收利用技术研究提供全体系建设和电池回收利用技术研究提供全

产业链的测试评价服务

氢能及燃料电池汽车

以覆盖测评认证、材料和机理研究、产

业化服务的综合性科创服务平台整合上海

市氢燃料电池产、学、研联盟资源，为上

海市的相关产业链提供必要的测评和研发海市的相关产业链提供必要的测评和研发

能力支撑



谢谢！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