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
◇ 从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的普及现状探讨到2020年的发展前景！
◇ 
◇ 分析56家国内外汽车制造商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战略！
◇ 
◇ 

(FOURIN根据CATARC公布数据制作)注：2012年生产规模是根据2012年1～6月的产量预测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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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的现状和预测

2009年初，中国政府发布了面向公共服务领

域在北京、上海、重庆等13个试点城市实施的

“十城千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应用工

程。此外，2010年6月和同年8月，先后扩大实施

范围后，试点城市达到25个。截至2010年末，已

经在25个试点城市投放了约1.3万辆。

从分车种的普及状况来看，节能减排效果显

著的客车的投放规模超过半数。此外，用于公务

车和出租车领域的乘用车占33%，以电力工程车、

清扫车、竞技场地用车等专用车为主的货车占

16%。分动力类型来看，HV是主流投放车型，虽

5. “十城千辆”实施状况：截至2012年6月投放规模不及全年计划的50%，
 预计2012年下半年将加快投放速度

然存在电池容量和销售价格等问题，但在各城市

的投放正在逐步推进。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投放规模不断扩大的主要

原因在于，近年来中央政府为积极推进建设“资

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在交通运输领域

给予政策·税收等多方面优惠措施的同时，通过

发放补贴大力扶持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的投放。汽

车制造商为了提升企业技术水平和综合竞争力，

也积极致力于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的研发，而地方

政府也出于加快发展地方经济的考虑，支持当地

汽车制造商投放节能与新能源汽车。

十城千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试点城市) 

2009年2月，财政部、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联合发布了在北京、上 -

海、重庆、长春、大连、杭州、济南、武汉、深圳、合肥、长沙、昆明、

南昌13个城市的公共服务部门推广普及新能源汽车合计1,000辆的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财政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2010年6月，在此前公布城市的基础上追加了天津、海口、郑州、厦 -

门、苏州、唐山、广州7个城市。

2010年8月，追加了沈阳、成都、南通、襄阳、呼和浩特5个城市。 -

截至2010年10月，国家财政对这一项目的补贴总额达到10亿元。 -

（根据各种报道制作）

【中国　“十城千辆”工程概要】

【中国　25个“十城千辆”工程实施城市的2012年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普及计划（截至2011年末）】
（单位：辆）

城市
2012年
计划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的采购方式
　城市

2012年
计划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的采购方式
SS SK UK SU SS SK UK SU

1 北京市 5,150 ● 14 南昌市 1,000 ●

2 上海市 4,157 ● 15 海口市 1,050 ●

3 天津市 1,511 ● 16 郑州市 1,500 ●

4 重庆市 1,150 ● 17 厦门市 1,010 ●

5 长春市 1,000 ● 18 苏州市 1,000 ●

6 大连市 2,400 ● 19 唐山市 1,660 ●

7 杭州市 3,000 ● 20 广州市 2,600 ●

8 济南市 1,610 ● 21 沈阳市 1,100 ●

9 武汉市 2,500 ● 22 成城市 1,030 ●

10 深圳市 5,000 ● 23 南通市 1,100 ●

11 合肥市 1,400 ● 24 襄阳市 1,070 ●

12 长株潭地区 4,000 ● 25 呼和浩特市 1,050 ●

13 昆明市 1,000 ● 合计 49,048 14城市 5城市 3城市 3城市

注：SS=政府从当地汽车制造商采购、或有这种倾向、SK=政府公开采购、UK=运营公司公开采购、SU=政府主导下委托运营公司采购。　　　　　　　　　　　　　　　　　　　　　　　　　　　　（根据各种报道制作）

【中国　分车种分动力类型25个“十城千辆”工程实施城市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普及状况（2009/2010年）】

注：货车的投放量中含专用车。2009年将PHV作为EV进行了统计。2010年的EV乘用车投放规模含私人购买部分。                                                                         （根据各种资料制作）

(单位：辆)

车种 动力类型 2009年 2010年 合计

乘用车

EV 480 972* 1,452 

HV 935 1,642 2,577 

PHV * 2 2 

FCV 90 80 170 

其他 0 0 0 

货车*

EV 365 1,474 1,839 

HV 5 0 5 

PHV * 0 0 

FCV 100 160 260 

其他 0 0 0 

客车

EV 464 528 992 

HV 2,935 2,384 5,319 

PHV * 6 6 

FCV 84 80 164 

其他 0 60 60 

合计 5,458 7,388 12,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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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相关政策摘要（2011年12月以后）】（续）

政策名称
发布机构

(实施时间)
内容及目标

工业转型升级规划
(2011—2015年）(续）

国务院
(2011年12月30日)

持续跟踪研究燃料电池汽车技术，因地制宜、适度发展替代燃料汽车。 -
加快传统汽车升级换代，提高污染物排放标准，减少污染物排放。 -
稳步推进节能和新能源汽车试点示范，加快充、换电设施建设，积极探索市场推广模式。 -
完善新能源汽车准入管理，健全汽车节能管理制度。 -
到2015年，节能型乘用车新车平均油耗降至5.9升/百公里；新能源汽车累计产销量达到50万辆。 -

▽示范应用
重点开展柴油机高压共轨技术等高效内燃机技术、先进变速器和汽车电子控制技术的研发与应用。 
大幅提高小排量发动机的技术水平和性能。 
支持开展普通混合动力汽车技术研发。重点突破动力电池核心技术，支持电机及驱动系统，以及电动空调、 
电动转向、电动制动器等的研发和产业化，支持开展燃料电池电堆、燃料电池发动机及其关键材料的核心技
术研发。
支持建设新能源汽车共性技术平台。 

工业转型升级投资指南
工信部
(2011年12月)

电动汽车关键零部件产业化。 
电动汽车全新底盘、动力总成、汽车电子等产品； -
电池管理系统，电机管理系统，电动汽车电控集成； -
高性能电动汽车电机驱动系统； -
插电式混合动力机电耦合驱动系统；  -
车载充电机、非车载充电设备；充电站（桩）及换电站装备。 -

(根据国务院、科技部、工信部公布资料制作)

【中国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相关推广政策（截至2012年8月）】

(根据各部门公布资料制作)

政策名称
发布机构

(实施时间)
内容

十城千辆 2009年1月

注：中国政府决定延长实施“十城千辆”工程。

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备

使用管理办法

工信部

(2011年11月)

公务用车配备排气量1.8 升（含）以下、价格18 万元以内的轿车。 

其中，纯电动、插电式混合动力等新能源轿车扣除财政补助后价格不超过18万元。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首次 -

入选公务用车选用车型目录。

关于节约能源、使用新

能源车船车船税政策的

通知

财务部、

国家税务总局、

工信部

(2012年3月

6日发布)

自2012年1月1日起，对节约能源的车船，减半征收车船税；对使用新能源的车船，免征车船税。 

新能源汽车的认定标准为：(1) 获得许可在中国境内销售的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汽 -

车，包括乘用车、商用车和其他车辆；(2) 动力电池不包括铅酸电池；(3) 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最大电功率

比大于30%；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综合燃料消耗量（不含电能转化的燃料消耗量）与现行的常规燃料消

耗量标准中对应目标值相比应小于60%；插电式混合动力商用车（含轻型、重型商用车）综合工况燃料消耗

量（不含电能转化的燃料消耗量）与同类车型相比应小于60%；(4) 通过新能源汽车专项检测，符合新能源

汽车标准要求。

2012年3月，入选减免车船税车型目录的汽油车有49种、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3种、纯电动车42种、燃料电池 -

车7种。

2012年5月，入选减免车船税车型目录的共9家制造商65种节能车、7种电动商用车。 -

：其中，入选的电动商用车分别为华林牌自卸式垃圾车、金华奥牌纯电动城市客车、亚星牌纯电动城市客车。

关于城市公交企业购置

公共汽电车辆免征车辆

购置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

交通运输部

(2012年6月

26日)

对城市公交企业自2012年1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购置的公共汽电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 

目录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应用工程推荐车型目录 (中

国产)“十城千辆”
节能车型目录(中国
产)“惠民工程”

补贴政策

私人新能源补贴 公共补贴 私人节能补贴

正式名称：私人购买新
能源汽车试点财政补助
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正式名称：节能与新能源汽
车示范推广财政补助资金管
理暂行办法

正式名称：“节能产品
惠民工程”节能汽车
（1.6升及以下乘用车）
推广实施细则

车辆用途 私人 公共 私人

适用
车种

ICE(内燃机)车 × × ○
HV × ○ ○
PHV ○ ○ ×
EV ○ ○ ×
FCV × ○ ×

时间 2010～2012年 2009～2012年
2010年6月1日改订
(未明确截止日期)

适用城市
5(上海、长春、深圳、
杭州、合肥)+1城市(北
京)

13(北京、上海、重庆、长
春、大连、杭州、济南、武
汉、深圳、合肥、长沙、昆
明、南昌)+7(天津、海口、
郑州、厦门、苏州、唐山、
广州)+5(沈阳、成都、南
通、襄阳、呼和浩特)

所有城市

补贴金额（每辆）
EV、4.5万～6万元
PHV、3万～5万元

HV·PHV、0.4万～5万元
EV:6万元

FCV:25万元

废除2010年6月1日之前
的标准，改为一律3千元

■ 发刊时间：2012年10月31日                      ■ 规格：A4、223页                       ■ 价格：13,000元(含国内邮资)

发刊介绍

能源战略加速政策出台，现实与目标之间仍有鸿沟

中央/地方政府纷纷出台扶持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市场发展的政策！

汇报34家中国电机供应商、67家电池供应商的事业概况！
详解30家电动两轮车·低速电动汽车的事业概况和发展课题！

【中国新能源汽车生产业绩和预测(2010/2011年业绩、2012～2020年预测)】

推广瓶颈：
如何催生私人消费需求

政策目标

2020年新能源汽车产能为200万辆

2020年累计销售500万辆以上

政策目标

2015年累计销售力争50万辆

前景2

前景1

(目标)

(万辆)

前景1　增长率30～40%
前景2　增长率　不稳定

现实
2009～2012年的4年内在25个城

市实施了“十城千辆”工程、

在6个城市实施了私人购买新能

源汽车试点补贴方案，但截至

2012年3月，保有规模仅为1.9

万辆(含HV)，且基本集中在公

共服务领域。

增长率
130%～150%

中国政府目标 中国政府目标
增长率

30%～40%

【发行：2012年10月31日  规格：A4、223页】 发行价格：13,000元(含国内邮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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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

摘自《第1章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的现状和预测》 摘自《第2章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

详解“十城千辆”项目节能
与新能源汽车普及状况

中央/地方政府的节能
与新能源汽车相关

的扶持政策

中国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在政府于2012年7月发布《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年)》后，有望

出现迅猛增长。新政策将满足第三阶段油耗限值的传统汽油和柴油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HV)归类为节能汽车，将插电式混动

汽车(PHV)、电动汽车(EV)和燃料电池汽车(FCV)归类为新能源汽车；其中，明确将新能源汽车产业定位为国家战略推进其发

展。并且提出了力争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动汽车的保有量到2015年达到50万辆，到2020年提高到500万辆的目标。但现阶段，

因实际普及情况和此前设定的目标相距甚远，多数人认为上述目标不会如期达成。不过，鉴于此次中国政府将发展新能源汽车

作为国家战略的根本，在优厚的政策待遇下有可能迎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已经在2009年推出“十城千辆”的示范工程、2010年实施了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补贴试点，但截至

2012年3月的新能源汽车(包含油电混合动力汽车)实际保有规模仅为1.9万辆。究其原因，包括技术上的瓶颈、基础设施的建设

滞后和市场认知度低等方面的原因，这与当初中国政府描绘的新能源汽车早期普及的愿景大相径庭。但是，在进入2012年后

中国政府公布了一系列扶持政策的背景下，国内外汽车生产商相继发布了在中国开发、生产新能源汽车的计划。其中，丰田和

本田已经正式在中国生产、开发混合动力汽车，而大众(VW)重视提升传统汽油和柴油车燃油效率的同时，也推出了合资自主

品牌的电动汽车。

另外，通用汽车(GM)也在和上海汽车合作开发电动汽车，大多数民族品牌的制造商也以电动汽车为中心，扩大在节能与

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投资。除此之外，电机和电池等核心零件领域的供应商也加速开展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事业。

本调查报告在梳理中国政府针对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扶持方针和市场培育政策的同时，还分析了各汽车制造商在节

能与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开发、生产动向以及其营销策略；并且还整理了电机、电池等零部件制造商和电动摩托车、低速电动汽

车制造商的企业概况。相信本调查报告会成为业内人士在制定中国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战略时的重要参考资料。欢迎您来电来

函咨询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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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章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核心零部件制造商的事业动向

河南新太行电源是新乡市人民政府新乡国有资

产监督委员会下属的国营企业，成立于1956年，致

力于碱性电池的开发和生产。截至2012年5月，河南

新太行电源除设立进行电动汽车用电池及电源管理

系统开发和生产的新太行电动车电源外，还设立了

分别负责军用电池,民用电池,铅酸电池,锂电池等领

域的5个分公司。

在中国政府对节能与新能源产业实施扶持政策的

背景下, 河南新太行电源在确保传统铅蓄电池业绩的

同时，通过旗下新太行电动车电源公司实现进军镍氢

电池、锂离子电池等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用驱动电池领

域。为加强生产能力,公司于2010年投资3亿元进行包

括车辆用镍氢电池在内的电池技术改良，此外,还新

设了年产1.2亿Ah锂离子电池的生产线。

同时，河南新太行电源注重加强与商用车制造

商之间的合作研发，2010年和宇通客车合作开发出

ZK6126EGA9电动客车（该车型入选“新能源汽车

生产目录”）。

河南新太行电源

【公司名称】河南新太行电源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www.thdy.com

【地　　址】河南省新乡市太行工业园区  　　　【生产基地】5个

【产　　品】铅蓄电池、镍氢电池、锂离子电池等      　　　【注册资本】3,000万元

【配套厂商】宇通客车等   　　　　　　　【出资比例】新乡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51%等

【河南新太行电源　主要子公司概况（截至2012年5月）】

 (根据河南新太行电源发布资料制作)

基地名称 地址 投资比例 公司产品及业务 备注

新太行军品分公司

河南省
新乡市

河南新太行
电源
100%

航空用银锌电池、烧结式镍镉电
池

年产能为航空用银锌电池500万Ah、烧结式镍镉电池1,500万Ah。适用于 
军事、航空、AGV车。

新太行民品分公司 镍镉电池、柱状镍氢电池等 年产能为镍镉电池2,500万Ah、烧结式镍镉电池1,500万Ah。 

新太行铅酸分公司 控制合并式(密封型)铅蓄电池
1997年获得ISO9001认证。与日本汤浅株式会社合作从韩国引进先进的生 
产设备。适用于煤矿业、通信、运输等行业。

新太行锂电分公司 柱状锂离子动力电池 年产能为柱状锂离子电池3,000万节，适用于EV和计算机。 

河南新太行电动车
电源公司

电动自动车的电源装置的电池正
极材料、锂离子电池、BMS等

与河南省宇通客车合作研发K6126EGA9电动客车。 

（根据环宇电源发布资料、各种报道制作）

环宇电源是河南环宇集团于1982年设立的子公

司,主要从事镍氢电池、铅蓄电池,锂离子电池的研

发和生产，拥有河南省新乡市总部和深圳环宇昌电

池有限公司2处生产基地。总公司以节能与新能源

汽车用电池事业为中心,深圳市生产基地则致力于

工业用铅蓄电池的研发及生产。

在产品的配套方面，环宇电源实现向香港

TTI、日本牧田供应工业用电池，同时，随着汽

车用电池的需求日益增长，环宇电池开始向德国

博世(Bosch)、郑州日产、山东沂星等整车和零部

件制造商供应汽车用电池。为满足国内用户的需

求，加强与用户的贸易关系，该公司除在新乡市

设立华北销售中心外，还在上海市、深圳市、香

港特区等地设立销售分公司。同时，为开拓海外

市场，在亚洲的泰国、非洲的尼日利亚、北美的

美国和墨西哥以及南美的秘鲁等地也成立了销售

分公司/子公司。

此外，为了加强公司的研发能力，环宇电池注

重研发人才的培养，已经建立了研发人数占全体员

工4%(400人)的研发体制。

环宇电源

【公司名称】环宇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www.huanyubattery.com

【地　　址】河南省新乡市环宇大道1号   　　　　【生产基地】2个

【产　　品】电动工具等工业、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用镍氢电池、锂离子电池、磷酸铁锂电池等 

【配套厂商】博世、TTI、牧田、郑州日产、山东沂星等  【出资企业】河南环宇集团等

【环宇电源　 生产基地概要（截至2012年5月）】

基地名称 地址 成立时间 投资公司 公司产品 备注

环宇电源(总部)
河南省
新乡市

1982年 河南环宇集团等
镍镉电池、铅蓄电池、锂离子电
池等(工业、节能与新能源汽车
用)

截至2012年5月，员工人数达到1万人以上，其中研发人员400人。 
国内的深圳市、上海市、香港；海外欧州、美国、墨西哥、秘鲁、泰 
国、尼日利亚等地设有销售子公司。

深圳环宇昌电池
有限公司

广东省
深圳市

1996年 环宇电源100%
完全密闭型铅蓄电池、碱性电
池(包括镍镉电池)等(工业用)

截至2012年5月，固定资产1,000万元。建筑面积2万  ㎡。员工人数
800人以上，其中研发人员100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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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在四川一汽丰田长春工厂投产混合动力车第3代普锐斯 

(Prius)。 

2012年2月22日，一汽丰田在深圳市投放第3代普锐斯HV。  

分标准版、豪华版、豪华先进版。 -

价格区间为22.98万～26.98万元。 -

一汽丰田的田聪明常务副总经理表明计划2012年销售3,000辆。 -

：截至2012年2月，普锐斯的年产能为3,000辆。

在2012年4月举行的北京车展上，全球首发了小型全球战略车型 

“Dear～亲”、混合动力概念车“云动双擎”。

采用丰田汽车研发中心开发的混合动力元件，计划2015年投放市 -

场。

2012年5月，广汽丰田在广州投放了使用汽油和电驱动的第7代凯美 

瑞·尊瑞HV。

价格区间25.98万～32.98万元。 -

2012年5月宣布计划与一汽丰田、广汽丰田构建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领域 

的合资自主品牌。

2012年5月报道称，丰田筹划向韩国市场投放计划2014年在中国生产的 

混合动力车。

＜普锐斯HV的市场投放过程＞

▽第1代普锐斯

1997年10月作为全球首款量产HV发布，并于同年12月在日本国内正式上 

市。

驱动单元为THS(Toyota Hybrid System)，同时采用1.5 - ℓ1NZ-

FXE型汽油发动机和永磁同步电机。

油耗从发布之初的28.0km/ - ℓ降至最终车型(20 03年车型)的

31.0km/ℓ。

▽第2代普锐斯

2003年9月，发布换代车型第2代普锐斯。 

装配THS-Ⅱ驱动单元。油耗为35.5km/ - ℓ。

2005年12月开始在四川一汽丰田长春工厂本地化生产该款车型。 -

2006年初投放中国市场。2009年下半年停止生产。

▽第3代普锐斯 

2009年5月18日，在日本发布第3代普锐斯。 

2011年11月在广州车展上展出。 

油耗38.0km/ - ℓ。实现了与2.4ℓ汽油发动机车型同等动力性能。

提供3年/10万km整车保修和5年/20万km电池保修。 -

2011年12月19日在四川一汽丰田长春工厂投产。 

2012年2月投放中国深圳市。 

▽普锐斯PHV

2012年4月，在中国政府提出到2015年实现EV·PHV保有量达50万辆的 

目标的背景下，丰田宣布计划在2012年内向中国市场投放普锐斯PHV。

原计划2013年投放中国市场，但投放时间提前了1年。 -

该款插电式混合动力车于2012年1月在日本全面上市。可利用家用电 -

源进行充电。

计划在中国生产该款车型的电机·电池。 -

丰田预计中国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市场将会扩

大，为了在与大众(VW)、通用(GM)等欧美制造

商的市场份额竞争中占据优势，确立了加快HV

本地化的方针。为达成目标，丰田2010年开始

本地化研发，确定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的技术路

线，并采取了重新投放普锐斯(Prius)、面向中国

市场发布“云动双擎”等一系列措施。

丰田之前出于对技术外泄的担忧，只在日本

3. 丰田：通过第3代普锐斯的投放等正式开始在华HV事业，
力争2015年本土量产“云动双擎”HV车型

研发、生产其擅长的HV，对向中国市场转移技

术采取消极态度，但是为了争取中国节能与新

能源汽车的需求，开始推进HV技术的本地化研

发。2010年在江苏省常州市成立了丰田技术研究

中心，从事传统车型研发的同时，还负责HV用

核心零部件的研发、装配技术、PHV、EV的实

证实验等尖端关键技术的研发。此外，该中心与

开展车身研发的一汽、广汽的研发中心建立了合

▽发布
2012年3月1日，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简称丰田中国)在北京市启 

动了中国市场战略“云动计划”。

丰田将围绕“环保技术、福祉车、商品、服务、事业、社会贡献活动”  -

6个关键词加速在中国的事业步伐。

▽节能与新能源相关内容
计划到2015年推出装配本地产HV关键零部件的车型。 

低油耗传统汽车和节能与新能源车同时推进的战略 

在改良传统汽车的动力总成技术、降低油耗的同时，推进以混合动 -

力技术为核心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事业，扩充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

品线。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路线：首先推广普及HV，未来逐步推动PHV、EV的 

普及。

分3步走战略 

第1步：提升2012年销量至100万辆以上，并为普及节能与新能源汽车 -

做准备。

第2步：到2015年使销量达到160万～180万辆，并计划在一汽丰田、 -

广汽丰田量产采用本地产混合动力元件的车辆。

第3步：确立以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为主体的事业战略，加强向节能与 -

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投资，使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在营业收入中的比例

达到20%。

丰田内山田竹志副社长表示到2015年将使中国产HV系统成本减半。 

(根据丰田公布资料及各种报道制作)

【丰田　“云动计划”中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相关战略】

【丰田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的投放（截至2012年5月）】

（根据丰田公布资料及各种报道制作）

第1代Prius 第2代Prius 第3代Pr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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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投入＞

计划在2015年之前投入80亿元，致力于强化汽车产业链。 

投入50亿元建设新技术中心，其中10亿元用于新能源汽车技术的研 -

发和产业化。

另外，投入30亿元用于采用节能与新能源技术产品的研发。除整车 -

外，还计划研发11款小排量·高性能汽油机、柴油机等核心零部件。

其中汽油机7款（1.0/1.3/1.5/2.0/3.0ℓ）、柴油机4款。

＜产品实绩·计划＞

力争在2015年之前，纯电动汽车平台和混合动力汽车平台实现量产。 

纯电动汽车平台：计划致力于纯电动汽车乘用车的研发和市场投 -

放。

混合动力汽车平台：计划致力于搭载“长城新一代混合动力系统”的 -

哈弗H系列产品的研发。

截至2012年7月，长城汽车已研发出长城欧拉纯电动汽车、精灵纯电动汽 

车、腾翼C20纯电动汽车、哈弗混合动力汽车、腾翼V80P混合动力汽车

等新能源汽车车型。

＜与Coda合作研发纯电动汽车＞

2011年8月，与美国Coda就面向中国、北美、欧洲市场共同研发并投放纯 

电动汽车达成一致。

2012年4月，双方正式签署协议。 -

双方合作研发的纯电动汽车将在2014年第2季度投放市场。 -

：初期计划在长城汽车现有车型的基础上，搭载Coda的高性能电驱

系统，向市场投放两厢和三厢纯电动汽车。未来，混合动力SUV也

将作为重要产品推进研发。

在生产方面，将在河北省保定市生产车身，在美国的洛杉矶完成最 -

后组装。

在出口方面，Coda的CEO Phil Mutaugh表示，电动汽车在美国市 -

场的销售将以Coda品牌投放，在中国市场的销售以长城品牌投放。

有利点： 

长城汽车将获得Coda的电驱系统（包括电池包、能量管理系统和动 -

力总成技术）。另外，为了获得自主品牌的电池技术，还计划与Coda

合作推进电池技术的研发。

Coda通过与长城汽车的合作将获得整车结构。有可能向全球市场投 -

放更低价格的纯电动汽车产品。

＜以节能汽车为中心的发展方针＞

据2012年6月当地报道，尽管与Coda签署了纯电动汽车合作研发协议， 

但仍将节能汽车（混合动力汽车等）作为长城汽车的研发重点。

企业必须满足市场需求。混合动力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安 -

全系数高，处于优势，而目前的纯电动汽车不仅成本高，而且充电等

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因此限制了市场开拓的脚步。因此，研发基于汽

油车的混合动力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品更为现实（长城汽

车董事长魏建军）。

（根据长城汽车公布资料制作）

长城汽车长期以来以排气量2.0ℓ以上的SUV车

型为主力产品，实现了产销事业的扩张。近年，国家

新制定的尾气排放标准和油耗限值日趋严格，尤其是

2012年7月国务院出台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

展规划(2012～2020年)》中提出继续推进节能与新能

源汽车发展之余，到2015年之前各公司的新车平均油

耗须降低到6.9ℓ/100km及以下。在此背景下，长城

11. 长城汽车：与Coda合作展开纯电动车战略的同时，
推进混合动力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车研发

汽车在中长期内加速纯电动车研发的同时，针对当下

市场的需求方向，开始重视HV和PHV的投放。

长城汽车计划在2015年之前投入80亿元致力于

强化汽车产业链，其中10亿元将用于新能源汽车技

术的研发与产业化，30亿元用于装配节能与新能源

技术产品的研发。具体来说，力争到2015年实现

纯电动汽车平台和混合动力汽车平台的量产。其中

【长城汽车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事业动向（截至2012年7月）】

【长城汽车　增程式EV系统和新一代混合动力系统概要】

（根据长城汽车公布资料制作）

长城汽车增程式EV系统

整车参数

驱动方式 电力

最高时速 160km/h

加速时间(0～100km/h) 15s

EV续航里程 85km

辅助驱动模块

电机类型 PMSM

最大功率/最大扭矩 20kW/85N.m

冷却方式 自然冷却

电动电子控制
模块

电机控制模块 90kVA

发电机控制模块 40kVA

辅助电机控制模块 30kVA

DC-DC模块 1.6kVA

充电模块 3kVA

冷却方式 水冷

动力电池包

类型 锂离子动力电池

总能量 17.5kWh

标称电压 320V

充电时间(30～100%SOC) 5小时

长城汽车新一代混合动力系统

　

BSG轻混系统
(前驱动桥)

发动机

型号 GW4B13（1.3ℓ）

最大功率 110kW

最大扭矩 220N.m

变速器 类型 6DCT

BSG电机 功率 10kW/336V

电驱动轴系统
(后驱动桥）

驱动电机
最大功率 70kW

最大扭矩 270N.m

减速箱 速比 10.03

动力电池包

类型 锂离子动力电池

总能量 16.6kWh

标称电压 336V

冷却方式 液体冷却

系统参数

充电时间 4小时（家用电）/2
小时（充电桩）(30～100%SOC)

系统最大总输出功率 180kW

动力系统
综合输出扭矩

490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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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位于广东省中山市的微型电机制造商大洋

电机2011年度的合并营业收入达到23.6元，净利润达

到2.3亿元。该公司一直以来主要开展家电用电机事

业，但从2009年开始进入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用驱动电

机行业，并与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科研机构联合推进

驱动系统的研发和产业化，还与北汽新能源、福田汽

车等整车制造商开展合作。

大洋电机为了提高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用BSG等驱

动系统的研发能力，并强化与整车制造商的配套关

系，加快了合资合作、收购生产研发基地的步伐。

为了加强与北汽集团的合作，2011年7月与北汽新能

源汽车合计投入6,000万元，合资成立了生产驱动电

机的北汽大洋电机科技之外，为了强化与奇瑞汽车

的配套关系，通过旗下公司武汉大洋电机新动力科技

于2011年12月收购了为奇瑞汽车配套节能与新能源汽

车电机的芜湖杰诺瑞汽车电器系统的57.5%的股份。

另外，在产学研合作方面，以增强自身研发能力为目

的，2011年9月与北京理工资产经营成立可开发节能

与新能源汽车用电机驱动系统的北京京工大洋电机科

技有限公司。

大洋电机

【公司名称】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U　R　L】www.broad-ocean.com.cn

【所  在  地】广东省中山市西区沙朗第三工业区                【生产基地】国内12个，海外2个

【产　　品】空调等工业用微电机、节能·新能源车用驱动电机

【客　　户】北汽新能源汽车、东风电动汽车、金龙客车、奇瑞汽车等、家电制造商美的、LG、海尔等

▽基地的新建及收购
2011年7月，大洋电机与北汽集团旗下的北汽新能源汽车公司合资成立 

北汽大洋电机科技 (有)。总投资6,000万元。

2011年9月，与北京理工资产经营(有)成立北京京工大洋电机科技(有)。 

2011年9月，投资1.02亿元增持宁波科星材料科技(有)至51%。 

2011年12月，旗下公司武汉大洋电机新动力客车通过股权收购等获得芜 

湖杰诺瑞汽车电器系统57.5%的股份。

芜湖杰诺瑞汽车电器系统的配套对象有奇瑞汽车、江淮汽车、上海 -

通用五菱。

▽筹集资金
2011年1月，宣布通过发行约10.6亿元新股扩大节能与新能源动力及控 

制系统、BSG及其控制系统、大功率IGBT和IPM模块产能。

①能源动力及控制系统产业化项目

到2013年形年产各种电机及控制系统3万套的年产能。 
②BSG及控制系统的建设项目

到2013年中期，BSG及控制系统的年产能将达到100万套。增强后的年 

营业收入将达到9亿元。

③大功率IGBT及IPM模块封装项目

到2014年将IGBT和IPM模块(包括汽车用和家电用)年产能提升至365万 

套。产能扩大后的年营业收入将扩大到4.7亿元，净利润将扩大到5,077

万元。

(根据大洋电机公布资料及各种报道制作)

【大洋电机　新能源车电机相关动向（截至2012年5月）】

【大洋电机　旗下子公司概要（截至2012年5月）】

（根据大洋电机公布资料制作）

公司名称 成立 所在地
出资比例

(注册资本)
事业内容 备注

大洋电机(香港)(有)
2005年
6月

香港
100%

(50万美元)
微型电机进出口贸易 2011年度净利润同比减少80%至574万元。 

大洋电机新动力
科技(有)

2009年
5月

北京市
100%

(1.5亿元)
新能源车驱动电机及其控制
系统开发

2011年全年营业收入为6,129万元，营业利润为385万元。 
总资产为1.8亿元。

北京京工大洋电机(有)
2011年
9月

北京市
60%

(5,000万元)
EV、HV电机驱动系统的开
发和产业化

截至2011年末的总资产为1,001万元。 

北汽大洋电机科技(有)
2011年
7月

北京市
大洋电机51%、
北汽新能源49% 
(6,000万元)

新能源汽车电驱动系统等 截至2011年末的总资产为5,868万元。 

宁波科星材料科技(有)
2004年
5月

浙江省
宁波市

51%
(619.5万元)

磁性材料生产
2011年9月通过对宁波科星增资获得51%股份。2011年度的 
营业收入为4,184万元。

芜湖杰诺瑞汽车电器
系统(有)

2007年
7月

安徽省
芜湖市

武�大洋57.5%
(3,000万元)

汽车发电机、起动器等
2011年12月，旗下公司武汉大洋电机新动力科技累计增资 
5,750万元，将持股比例提升至57.5%。

湖北惠洋电器
制造(有)

2005年
11月

湖北省
孝感市

100%
(1亿3,686万元)

各种微型电机产销
2011年度营业收入为5.6亿元，净利润为2,173万元。 
建筑面积约3.2万  ㎡，员工人数1,800人左右(2011年末)。
配套厂商:武汉美的、武汉海尔、四川长虹、天津LG等。 

武汉安兰斯电气科技
(有)

2011年
10月

湖北省
孝感市

72.5%
(3,000万元)

压缩机用电机及控制装置 截至2011年末的总资产为2,988万元。 

武汉大洋电机新动力
科技(有)

2010年
3月

湖北省
孝感市

100%
(4.5亿元)

EV、HV驱动用控制系统
(BSG)的开发、生产及销售

截至2011年末的总资产为5.4亿元。 

中山大洋电机
制造(有)

2008年
9月

广东省
中山市

100%
(5,000万元)

各种微型电机的生产、销售
2011年度营业收入为1.5亿元，营业利润为447万元。总资 
产为7,470万元。

中山大洋电机销售
(有)

2009年
6月

广东省
中山市

100%
(1,000万元)

各种微型电机的销售 截至2011年末的总资产为1,002万元。 

中山市安兰斯
精密设备(有)

2010年
9月

广东省
中山市

51%
(500万元)

电机设备、精密机械设备及
零部件、硬件用模具的开
发、生产

2010年9月，由中山市大洋电机与佛山市南海区连盟精密机 
械(有)合资成立。
截至2011年末的总资产为283万元。 

大洋电机(美国)
(有)

2009年
1月

美国
特拉华州

大洋电机(香港)
100%(5万美元)

产品开发、贸易
英文名称:BROAD-OCEAN MOTOR LLC 
截至2012年5月，没有开展具体业务。 

大洋电机(美国)
科技(有)

2010年
8月

美国
密歇根州

大洋电机(香港)
100%

产品开发、贸易
英文名称:BROAD-OCEAN TECHNOLOGIES LLC 
2011年度的营业收入为580万元，净利润为3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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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

通用

丰田

日产

本田

现代汽车/起亚

宝马

其他外资系制造商

A123 系统公司

ABAT

巴斯夫

博世

波士顿电池

英飞凌

菲尼克斯电气

松下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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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汽集团

中国一汽

东风汽车

长安汽车

北汽集团

广汽集团

奇瑞汽车

吉利汽车

比亚迪

江淮汽车

长城汽车

众泰汽车

福建汽车

宇通客车

恒通客车

五洲龙汽车

南车时代电动汽车

安凯汽车

百路佳客车

博能上饶客车

成都客车

桂林客车

海霸能源

华晨汽车

华菱汽车

华泰汽车

江西江铃汽车集团改装车

力帆汽车

青年汽车

沂星电动汽车

上海燃料电池汽车动力系统

陕西汽车

天津清源

万向电动汽车

亚星客车

银通集团

中通客车

安源客车制造

北京华林特装车

北京市京华客车

北京天路通科技

河南少林汽车

黄海汽车

江苏常隆客车

金华青年汽车制造

上海万象汽车制造

四川汽车工业集团

中联重科

珠海市广通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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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电机集团

大洋电机

方正电机

宁波韵升

上海大郡动力控制技术

上海电驱动

上海御能动力科技

松正电动汽车技术

湘潭电机

永济新时速电机电器

北京通大华泉科技

北京中纺锐利机电

北京中科易能新技术

常州市华盛电机厂

重庆赛力盟电机

大连天元电机

德昌电机

东风电气集团东风电机

福建尤迪电机制造

环电科技集团

江门市创新电机实业

江苏微特利电机制造

江西特种电机

精进电动科技(北京)

柳州科尔数字化制造技术

宁波远州汽车电器

普传科技

山东科汇电力自动化

上海安乃达驱动技术

上海南洋电机

时光科技

唐山普林亿威科技

襄阳宇清传动科技

浙江尤耐特电机

北大先行科技产业

超威电源

风帆股份

哈尔滨巨容新能源

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

江苏春兰清洁能源研究院

上海德朗能动力电池

上海卡耐新能源

深圳市航盛电子

深圳华粤宝电池

天津力神电池

中国比克电池

安耐信(北京)储能技术

贝特瑞新能源材料

北京八恺电气科技

东莞市迈科科技

高密锂电能

哈尔滨光宇电源

河南新太行电源

环宇电源

湖南瑞翔新材料

湖南锌空能源

湖南神舟科技

江苏海四达电源

江苏双登集团

科霸汽车动力电池

内蒙古稀奥科

        镍氢动力电池

宁波拜特测控技术

普莱德新能源电池科技

秦皇岛市芯驰光电科技

赛恩斯能源科技

山东润峰集团

上海奥威科技开发

上海万宏动力能源

上海杉杉科技

深圳邦凯新能源

深圳美拜科技

深圳市长河动力技术

深圳市山木电池科技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

深圳市沃特玛电池

深圳新宙邦科技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

天津蓝天电源

天津神鹿能源

天津市捷威动力工业

天能集团

万好万家新能源集团(杭州)

威海东生能源科技

温斯顿电池制造

武汉理工新能源

武汉力兴电源

咸阳威力克能源

新能源科技

新乡市中科科技

新源动力

扬州飞驰动力科技

烟台东方电子玉麟电气

亿能电子

因迪能源(苏州)

远望创新科技(北京)

浙江佳贝思绿色能源

浙江兴海能源科技

中航锂电(洛阳)

中山中炬森莱高技术

中信国安盟固利动力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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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柯玛

常州洪都电动车

江苏新日

江苏新世纪机车科技

江苏银洋科技

捷安特电动车

捷奥比电动车

绿源电动车

山东英克莱

上海立马电动车制造

上海灵之通电动车

速派奇车业

苏州小羚羊电动车

天津爱玛科技

天津富士达集团

天津明佳车业

天津泰丰小鸟电动车业

王派车业

卧龙电动车业

浙江千喜车业

宝雅集团

比德文

山东泰汽

山东时风

山东五征

浙江康迪车业

德兴车业

东营市黎明电动车

宁波波导雷沃汽车制造

唐骏汽车

北京基业达电气

河北凯翔电气科技

上海电巴新能源科技

中国泰坦新能源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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