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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看好汽车优势公司》2014-12-14 
 

 报告要点 

 事件描述 

2014 年 12 月 30 日财政部、科技部、工信部、发改委联合发布《关于 2016-2020

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支持政策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 2016-2020 年

的补助对象、产品和标准、对企业和产品的要求、资金申报和下达、加强监督

和实施期限及其他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和意见。 

 事件评论 

 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再延续 5 年，国家的重视程度和决心依然可见。本次

补贴政策的纲要如期推出，且对 2016-2020 年的新能源汽车补贴进行了

更加全面、更加细致的规划，为新能源汽车规模化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彰显出了国家政府层面对新能源汽车得到战略重视程度之高。 

 本次补贴四大亮点：补贴每 2 年退坡 10%+客车补贴更加细化+燃料电池

重视加大+补贴车型质量要求提高。1）延续 2013-2015 年新能源汽车补

贴政策的风格，2016-2020 年国家对新能源汽车补贴继续实行退坡机制，

每 2 年退坡 10%，也即 2016 年保持于 2015 年相等，2017 年下降 10%，

2019 年再下降 10%，整体退坡幅度合理。2）相比上一轮，2016-2020

年针对客车的补贴更加全面和细化，尤其是增加了对双源无轨客车和快充

纯电动客车的补贴，而且更加重视“单位载质量能量消耗量”，有助于技

术优秀的客车企业脱颖而出。3）本次补贴退坡机制没有针对燃料电池，

其仍然保持前期补贴标准，而且本次对燃料电池商用车的补贴进行细化，

表明国家对燃料电池的重视程度加大。4）相比上一轮，2016-2020 年对

符合补贴标准车型的产品性能（安全可靠性）、售后服务保障能力、关键

零部件保证能力（乘用车不低于 10 年或 15 万公里，商用车不低于 8 年

或 30 万公里）和公告一致性等四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投资建议：整体促进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规模化发展，持续推荐“宇通客车”

+“亚太股份”，建议关注“比亚迪”。1）国家补贴政策的持续性为新能源

汽车推广提供了良好的保障，加上供给端车型完善+充电设施改善+消费观

念转变，我国新能源汽车进入规模化发展之路将不断加速。我们预计 2015

年全国新能源汽车推广 14 万辆（乘用车 11 万辆，客车 3 万辆，未考虑新

牌照的发放）。2）持续推荐“宇通客车（国内新能源客车技术领导者）、

“亚太股份”（国内新能源再生制动系统领先者），建议关注“比亚迪）（国

内新能源乘用车技术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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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财政部 科技部 工业化信息化部 发展改革委《关于 2016-2020 年新能源汽车推

广应用财政支持政策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实施以来，销售数量快速增加，产业化步伐不断加快。为保持

政策连续性，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发展，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

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4〕35 号）等文件要求，财政部、科技部、工业和

信息化部、发展改革委（以下简称四部委）将在 2016-2020 年继续实施新能源汽车推广

应用补助政策。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补助对象、产品和标准  

四部委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中央财政对购买新能源给予补助，

实行普惠制。具体的补助对象、产品和标准是： 

（一）补助对象。补助对象是消费者。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在销售新能源汽车产品时按

照扣减补助后的价格与消费者进行结算，中央财政按程序将企业垫付的补助资金再拨付

给生产企业。 

（二）补助产品。中央财政补助的产品是纳入工业和信息化部“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

程推荐车型目录”的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 

（三）补助标准。补助标准主要依据节能减排效果，并综合考虑生产成本、规模效应、

技术进步等因素确定。其中：纯电动乘用车按照续驶里程、纯电动公交客车按照能量消

耗量、纯电动专用车按照电池容量大小分档予以补助，超级电容公交客车、燃料电池汽

车等车型采取定额补助的方式。2016 年各类新能源汽车补助标准见附 1。为加快产业化

进程，鼓励优势企业规模化生产降低成本，2016-2020 年除燃料电池汽车外其它车型补

助标准适当退坡，其中：2017 年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补助标准在 2016

年基础上下降 10%，2019 年补助标准在 2017 年基础上再下降 10%。 

二、对企业和产品的要求 

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应具备较强的研发、生产和推广能力，应向消费者提供良好的售后

服务保障，免除消费者后顾之忧；纳入中央财政补助范围的新能源汽车产品应具备较好

的技术性能和安全可靠性。具体条件是：  

（一）产品性能稳定并安全可靠。纳入中央财政补助范围的新能源汽车产品应符合新能

源汽车纯电动续驶里程要求，应通过新能源汽车专项检测、符合新能源汽车相关标准。

其中，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还需符合相关综合燃料消耗量要求。纳入中央财政补助的新

能源汽车产品技术要求见附 2。 

（二）售后服务及应急保障完备。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要建立新能源汽车产品质量安全

责任制，完善售后服务及应急保障体系，在新能源汽车产品销售地区建立售后服务网点，

及时解决新能源汽车技术故障。  

（三）加强关键零部件质量保证。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应对消费者提供动力电池等储能

装置、驱动电机、电机控制器质量保证，其中乘用车生产企业应提供不低于 10 年或 15

万公里（以先到者为准，下同）的质保期限，商用车生产企业（含客车、专用车、货车

等）应提供不低于 8 年或 30 万公里的质保期限。汽车生产企业作为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的责任主体，负责动力电池的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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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确保与公告目录保持一致。新能源汽车产品纳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新能源

汽车推广应用工程推荐车型目录”，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应及时向社会公开车辆基本性

能信息，并保证所销售的新能源汽车与目录内产品一致。 

三、资金申报和下达 

（一）补助资金按季度预拨。季度终了后，即每年 4 月底、7 月底和 10 月底前，生产

企业将上一季度的车辆销售情况以及销售发票，通过注册所在地的财政、科技、工业和

信息化、发展改革部门，逐级上报至四部委。四部委组织审核后拨付补助资金。 

（二）年度终了后进行资金清算。年度终了后，即每年 1 月底前，生产企业提交上年度

的清算报告及产品销售、运行情况，包括销售发票、产品技术参数和车辆注册登记信息

等，逐级上报至四部委。四部委组织审核并对补助资金进行清算。 

四、加强监督 

四部委将加强对新能源汽车推广情况的监督、核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四部委将视情

节给予通报批评、扣减补助资金、取消新能源汽车补助资格、暂停或剔除“新能源汽车

推广应用工程推荐车型目录”中有关产品等处罚措施： 

（一）提供虚假推广信息，骗取财政补助资金的； 

（二）提供虚假技术参数，骗取产品补助资格的； 

（三）销售产品的质量性能、售后服务、关键零部件质保不符合相关要求的； 

（四）销售产品的技术参数、关键零部件型号等与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目录不一致的；  

（五）质量抽检中发现车辆性能水平与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目录存在较大偏差的。 

五、实施期限及其他 

本政策实施期限是 2016-2020 年，四部委将根据产业发展、推广应用规模、成本变化等

因素适时调整补助政策。 

对地方政府的新能源汽车推广要求和考核奖励政策将另行研究制定。 

 

附：1. 2016 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标准 

2.纳入中央财政补助的新能源汽车产品技术要求 

3.单位载质量能量消耗量评价指标说明 

 

财政部  科技部  工业化信息化部  发展改革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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