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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年!新能源汽车从"不起眼#

的地方慢慢但有力地开进众人的视野$

!

月
"#

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下发%关

于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指导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从
$

个方面提

出了
%&

条具体政策措施! 部署进一步

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缓解能源和

环境压力!促进汽车产业转型升级$ 工

信部部长苗圩称!此次扶持政策力度空

前!含金量极高$

破除地方保护

明确)破除地方保护#!是此次%意

见&最突出的一大亮点$

%意见&明确提出!坚决破除地方保

护!统一标准和目录!并规定各地区要

严格执行全国统一的新能源汽车和充

电设施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不得自行

制定*出台地方性的新能源汽车和充电

设施标准$各地区要执行国家统一的新

能源汽车推广目录!不得通过采取制定

地方推广目录*对新能源汽车进行重复

检测检验*要求汽车生产企业在本地设

厂*要求整车企业采购本地生产的电池

电机等零部件等违规措施!来阻碍外地

生产的新能源汽车进入本地市场!以及

限制或变相限制消费者购买外地及某

一类新能源汽车$

在此之前! 在政策大框架之下!各

地相继出台了各自的+新能源汽车推广

目录,以及地方性的补贴标准!却倾向

补贴省内地域生产的汽车!并将本地车

企暂不准备生产的车型排除在外!形成

了相对隐形的地方保护政策$ +一些地

方政府设置了很多标准!比如要求新能

源车企在当地的销量和
'(

店数量必须

达到多少!否则便不能进入本地目录或

无法享受本地补贴$ ,上汽乘用车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

+只有通过竞争才能推动技术进

步!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地方

保护既不利于促进本地企业长远发展!

也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工信部副部

长苏波表示$

而随着%意见&一文的下发!新能源

汽车地方保护的藩篱被打破$ %意见&不

仅明确提出破除地方保护!并且还在监

管方面做出了要求$ %意见&提出规范市

场秩序!有关部门要加强对新能源汽车

市场的监管!推进建设统一开放*有序

竞争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坚决清理取消

各地区不利于新能源汽车市场发展的

违规政策措施$

+执行全国统一的新能源汽车推广

目录!各地不得阻碍外地生产的新能源

汽车进入本地市场!不得限制消费者购

买某一类新能源汽车$ ,苏波称$

社会资本获准入场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
"&&)

年
*

月
#!

日发布的%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

准入管理规则&中!规定了新能源汽车

企业的准入条件-应当是%车辆生产企

业及产品公告&内汽车整车生产企业或

改装类商用车生产企业.新建汽车企业

或现有汽车企业跨产品类别生产其他

类别新能源汽车整车产品的!应当按照

国家有关投资管理规定!先行办理项目

的核准或备案手续/ 按此规定!非汽车

企业不准进入新能源汽车生产领域$

而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意见&中明

确提出! 制定新能源汽车企业准入政

策!研究出台公开透明*操作性强的新

建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投资项目准入

条件!支持社会资本和具有技术创新能

力的企业参与新能源汽车科研生产$

%意见&中还提到-发挥信息技术的

积极作用!不断提高现代信息技术在新

能源汽车商业运营模式创新中的应用

水平!鼓励互联网企业参与新能源汽车

技术研发和运营服务! 加快智能电网*

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

应用!为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应用带来更

多便利和实惠$

这意味着!未来互联网将有望在我

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中扮演更重要的

角色!并将有更多社会资本进入新能源

领域!新能源汽车的生产者可能会来自

各行各业$

此外! 在充电设施等服务体系方

面!%意见& 也强调开放准入门槛$ %意

见&第十条提到!加快售后服务体系建

设!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鼓励和支持

社会资本进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建

设和运营*整车租赁*电池租赁和回收

等服务领域$

当然!进入新能源汽车领域并非易

事!非车企要想获得新能源汽车整车生

产资质! 必须满足一定的基础条件!比

如要有长期准备* 具有相当的技术基

础*拥有一定规模的技术团队*拥有必

要的装备等$但一向敢为人先的互联网

企业!早已在尝试涉足此领域!国外的

特斯拉是一例证$国内的互联网企业也

在行动!比如乐视和北汽已经签订合作

协议!利用北汽新能源汽车平台!把自

己的技术全部注入$ !新京"

! !"#$%

&'()*

就在免征购置税政策决定的前一天! 中德共同

发布了电动汽车充电项目! 对于新能源而言可谓是

双喜临门$

!

月
)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

务会议!决定自
"&#'

年
)

月
#

日至
"&#!

年底!对获

得许可在中国境内销售'包括进口(的纯电动以及符

合条件的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燃料电池三

类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会议还指出!有关部

门要抓紧制定公布车型目录! 让更多人选择绿色出

行!为可持续发展增添能量$

可节省万余元

据了解! 当前新能源车的车辆购置税税率与传

统燃油车购置税税率一致!均为汽车售价'含税价(

的
#&+

$ 具体计算方式!是在购车价格'以实际销售

发票金额为准(扣除
#!+

的增值税后!再乘以
#&+

的

税率得出$

目前 ! 市场在售的纯电动车型售价多在
#,

万
-%,

万元区间! 除去中央补贴和地方补贴后!多

数纯电动车型的售价为十余万元$ 依据上述税率

公式进行计算!车辆购置税被减免后!消费者购买

一辆国产纯电动汽车可节省费用万余元$

在此之前! 政府对公共交通车辆已有相应的购

置税优惠政策000城市公交企业自
"&#"

年
#

月
#

日起至
"&#,

年
#"

月
%#

日购置的公共汽电车辆!免

征车辆购置税$此次!这一政策则覆盖了符合条件的

所有新能源汽车!无论乘用车*卡车还是客车$

利及自主品牌

在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市场中! 纯电动汽车的销

售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 据公开数据显示!

"&#%

年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
#!,,%

辆和
#!*'"

辆 ! 其中纯电动汽车产销量分别为
#'"'%

辆和

#'*&'

辆!几近占据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的八成$

而在我国目前的纯电动汽车领域! 自主品牌则

占据着较多席位!如比亚迪
.*

*江淮和悦
/01

系列*

北汽
0#,&01

和荣威
0,&

等$因此!免征购置税政策

的实施! 将有力促进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车快速抢占

市场!在新能源汽车的竞争中先行一步$

目前!第一批和第二批%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

源汽车车型目录&已先后发布!其中以自主品牌车型

居多!可见国家对其的支持$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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