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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描述：2019 年 7 月 9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乘用车企业平均
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法》修正案（征求意见稿）公开
征求意见的通知。
事件点评


重新定义传功燃油车范围，有望加速新能源汽车布局。
《积分办法》修

正案（征求意见稿）将能够燃油醇醚燃料的乘用车纳入传统能源乘用车的
定义，进一步明确了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及燃料电池汽车在
国内新能源汽车行业中的主流地位，有望引导车企加速在纯电动汽车、插
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及燃料电池汽车整车生产及产业链上下游的布局，进而
带动行业技术提升。


计算方法调整，优化指标体系，促进产业提质。就具体计算方法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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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电动乘用车和燃料电池乘用车的新能源积分仍然保持了与性能指标成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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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计算方法，且不同整车装备质量区间内都拓宽了 EC 系数下限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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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范围，并调高了 EC 系数的取值上限，可见政策端鼓励企业提升其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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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有望从政策端引导行业进一步加大技术投入，提升技术水平，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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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整体体质，扩大国内车企的竞争实力。此外，
《积分办法》修正案（征
求意见稿）降低了纯电动乘用车的积分上限，提升了燃料电池乘用车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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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上限。从燃料电池汽车角度来看，国内目前尚处于应用示范阶段，且产
能以客车为主，随着政策推进有望推动具备燃料电池乘用车生产能力的企
业加大燃料电池乘用车的研发投入，增加产能布局，而考虑燃料电池汽车
本身成本和技术壁垒均比较高，前期投入大，资金链完善、管理经验丰富
的整车龙头具备产业链布局的更多可能。就纯电动汽车而言，新的计算方
法避免了企业一味追求长续驶里程，引导企业更全面地优化纯电动乘用车
的性能指标，助力企业更健康地提质。


多举并措，有望助力企业加大燃油车降低油耗。一方面，
《积分办法》

修正案（征求意见稿）对新能源积分的结转方法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规定，
太原市府西街 69 号国贸中心 A 座 28 层

体现了积分灵活性，更有利于行业长效发展；另一方面，
《积分办法》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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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征求意见稿）补充了低油耗乘用车积分计算规定，细化了新能源积分

际中心七层

核算办法， 更新了小规模企业核算优惠，有望从政策端促进企业加大低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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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乘用车的布局情况，而目前降低燃油车能耗的主要技术路径包括通过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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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设计降低汽车风阻、轻量化设计、发动机&变速箱技术、混动，随着双
积分政策推进，有望助力企业加大相关技术投入，加快技术提升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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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建议：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新能源汽车体质和传统燃油车降低
油耗是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应当主要关注 3 条主线：一是持续研发投入、
管理经验丰富、积极布局高端产能的整车制造商；二是上游技术壁垒较高、
有望实现海外替代的优质零部件供应商；三是在汽车轻量化、混动等降低
油耗关键技术领域具有核心技术的供应商。
存在风险：政策落地不及预期；行业政策大幅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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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件描述
2019 年 7 月 9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
办法》修正案（征求意见稿）（后文简称“
《积分办法》修正案（征求意见稿）
”
）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为推动我国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加快汽车工业转型升级，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对
《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法》（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 商务部 海关总
署 市场监管总局令 第 44 号，后文简称“
《积分办法》”）进行了修改，公众可在 2019 年 8 月 9 日前通过多
种途径和方式提出意见。

二、政策点评
（一）修改了传统能源乘用车适用范围
重新定义传功燃油车范围，有望加速新能源汽车布局。
《积分办法》修正案（征求意见稿）将能够燃油醇醚燃料的乘用车纳入传统能源乘用车的定义，即：
“传
统能源乘用车，是指除新能源乘用车以外的，能够燃用汽油、柴油、气体燃料或者醇醚燃料等的乘用车（含
非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
”
。
我们认为，此次定义变更进一步明确了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及燃料电池汽车在国内新能
源汽车行业中的主流地位，有望引导车企加速在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及燃料电池汽车整车生
产及产业链上下游的布局，进而带动行业技术提升。

（二）更新新能源汽车积分比例要求，修改新能源汽车车型积分计算方法
计算方法调整，优化指标体系，促进产业提质。
首先，
《积分办法》修正案（征求意见稿）对新能源乘用车车型的积分计算方法进行了调整。具体包括：
一是对三类新能源乘用车的积分计算公式进行了调整；二是更改了积分上限；三是明确规定纯电动乘用车
续驶里程低于 150km 的，标准车型积分统一为 1 分，值得注意的是纯电动乘用车的续驶里程应当不低于
100km；四是取消了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续驶里程的下限值（原规定不低于 50km）
；五是调整了部分条件下
纯电动乘用车的电耗调整系数（EC 系数）取值方法。
整体来看，新的积分计算方法优化指标体系，弱化纯电动乘用车续驶里程在车型积分核算中的影响，
强化对能耗等体现整车先进性指标的要求，引导企业不断优化整车性能、提升质量安全水平。
就具体计算方法而言，一方面，对比新能源乘用车积分计算方法，纯电动乘用车和燃料电池乘用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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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积分仍然保持了与性能指标（纯电动乘用车的续驶里程 R 和燃料电池乘用车的燃料电池系统额定功
率 P）成正相关的计算方法。另一方面，对比纯电动乘用车电耗调整系数的取值方法，可以看出在不同整车
装备质量区间内都拓宽了 EC 系数下限的取值范围，并调高了 EC 系数的取值上限。可见政策端鼓励企业提
升其性能指标，有望从政策端引导行业进一步加大技术投入，提升技术水平，促进行业整体体质，扩大国
内车企的竞争实力。
此外，
《积分办法》修正案（征求意见稿）降低了纯电动乘用车的积分上限，提升了燃料电池乘用车的
积分上限，整体压缩了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在积分计算时可以拿到的标准积分，而目前燃料
电池汽车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国内产销量小、产能有限，叠加燃料电池汽车积分不允许结转，对车企而
言能够拿到的新能源积分有限。在此情况下，我们分析有效提升新能源积分的措施主要包括：一是增加燃
料电池乘用车产能，并在满足基本条件的情况下提升燃料电池系统额定功率；二是提升纯电动汽车的 EC 系
数，降低百公里耗电量及整备质量。从燃料电池汽车角度来看，国内目前尚处于应用示范阶段，且产能以
客车为主，随着政策推进有望推动具备燃料电池乘用车生产能力的企业加大燃料电池乘用车的研发投入，
增加产能布局，而考虑燃料电池汽车本身成本和技术壁垒均比较高，前期投入大，我们认为资金链完善、
管理经验丰富的整车龙头具备产业链布局的更多可能。就纯电动汽车而言，新的计算方法避免了企业一味
追求长续驶里程，引导企业更全面地优化纯电动乘用车的性能指标，助力企业更健康地提质。
表 1：新能源乘用车车型积分计算方法对比
《积分办法》
纯电动乘用车
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
燃料电池乘用车

《积分办法》修正案（征求意见稿）

标准车型积分计算

积分上限

标准车型积分计算

积分上限

0.012×R+0.8

5

0.006×R+0.4

3.4

2

-

1.6

-

0.16×P

5

0.08×P

6

资料来源：《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法》，《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
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法》修正案（征求意见稿），山西证券研究所
表 2：纯电动乘用车电耗调整系数（EC 系数）取值方法
整备质量（m，kg） 工况条件下百公里耗电量（Y，kW·h /100km）

m≤1000

《积分办法》

《积分办法》修正案（征求意见稿）

0.014×m+0.5<Y

0.5

0.5

0.0112×m+0.4<Y≤0.014×m+0.5

1

0.5

0.0098×m+0.35<Y≤0.0112×m+0.4

1

EC 系数=车型电耗目标值÷电

Y≤0.0098×m+0.35

1.2

耗实际值，且 EC 系数≤1.5

0.012×m+2.5<Y

0.5

0.5

0.0078×m+3.81<Y≤0.012×m+2.5

1

0.5

0.0084×m+1.75<Y≤0.0078×m+3.81

1

EC 系数=车型电耗目标值÷电

Y≤0.0084×m+1.75

1.2

耗实际值，且 EC 系数≤1.5

1000<m≤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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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5×m+13.7<Y

0.5

0.5

0.0038×m+10.28<Y≤0.005×m+13.7

1

0.5

0.0035×m+9.59<Y≤0.0038×m+10.28

1

EC 系数=车型电耗目标值÷电

Y≤0.0035×m+9.59

1.2

耗实际值，且 EC 系数≤1.5

m>1600

资料来源：《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法》，《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
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法》修正案（征求意见稿），山西证券研究所
比例逐步提升，有利于新能源汽车市场长期稳定发展。
《积分办法》修正案（征求意见稿）明确“2021 年度、2022 年度、2023 年度，新能源汽车积分比例要
求分别为 14%、16%、18%。2024 年度及以后年度的新能源汽车积分比例要求，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另行公
布”
。从目前积分运行状况来看，2018 年以来新能源汽车积分占比有显著提升，根据相关数据，2019 年 1-5
月，新能源汽车积分比例为 23.9%，远超出 2019 年 10%的比例要求，调整计算方法叠加逐年小幅提升积分
比例要求，更有利于行业稳定、持久地发展。
图 1：新能源汽车积分占比变化情况

图 2：2019-2023 年积分比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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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崔东树个人公众号，山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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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工信部，山西证券研究所

表 3：新能源乘用车车型积分计算方法
车辆类型

标准车型积分

纯电动乘用车

0.006×R+0.4

插电式混合动
力乘用车

1.6

（1）R 为电动汽车续驶里程（工况法），单位为 km。
（2）P 为燃料电池系统额定功率，单位为 kW。
（3）纯电动乘用车续驶里程低于 150km 的，标准车型积分统一为 1 分。
（4）纯电动乘用车标准车型积分上限为 3.4 分，燃料电池乘用车标准车型积分上限为 6 分。

燃料电池乘用
车

备注

0.08×P

（5）车型积分计算结果按四舍五入原则保留两位小数

1. 对纯电动乘用车 30 分钟最高车速不低于 100km/h，电动汽车续驶里程（工况法）不低于 100km，且按整备质量（m，kg）不
同，纯电动乘用车工况条件下百公里耗电量（Y，kW·h /100km）满足电耗目标值的，车型积分为标准车型积分乘以电耗调整
系数（EC 系数），其中 EC 系数为车型电耗目标值除以电耗实际值（EC 系数上限为 1.5 倍）；其余车型 EC 系数按 0.5 倍计算，
并且积分仅限本企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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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电动乘用车电能消耗量目标值：m≤1000 时，Y≤0.0112×m+0.4；1000<m≤1600 时, Y≤0.0078×m+3.81；m>1600 时，Y≤
0.0038×m+10.28。
2. 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电量保持模式试验的燃料消耗量（不含电能转化的燃料消耗量）与《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中车型
对应的燃料消耗量限值相比应当小于 70%；比例不小于 70%的，车型积分按照标准车型积分的 0.5 倍计算；其电量消耗模式试
验的电能消耗量应小于前款纯电动乘用车电能消耗量目标值的 135%，不满足的车型按照标准车型积分的 0.5 倍计算；以上两指
标积分倍数乘积为最终核算倍数，小于等于 0.5 的按 0.5 倍计算，并且积分仅限本企业使用。
3. 燃料电池乘用车续驶里程不低于 300km，燃料电池系统额定功率不低于驱动电机额定功率的 30%，并且不小于 10kW 的，车
型积分按照标准车型积分的 1 倍计算。其余车型按照标准车型积分的 0.5 倍计算，并且积分仅限本企业使用。

资料来源：《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法》修正案（征求意见稿），山西
证券研究所

（三）完善传统能源乘用车燃料消耗量引导和积分灵活性措施
一方面，
《积分办法》修正案（征求意见稿）补充了低油耗乘用车的定义，并明确规定“计算乘用车企
业新能源汽车积分达标值时，低油耗乘用车的生产量或者进口量按照其数量的 0.2 倍计算”
，大幅降低了低
油耗乘用车的燃料消耗量核算值，有望从政策端促进企业加大低油耗乘用车的布局情况。
另一方面，
《积分办法》修正案（征求意见稿）对新能源积分的结转方法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规定，体现
了积分灵活性，更有利于行业长效发展。
表 4：新能源汽车正积分向下一年度结转比例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及以后

企业传统能源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实际值/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达标值的比值≤123%

100%

50%

50%

企业传统能源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实际值与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达标值的比值＞123%

100%

50%

0

只生产或者进口新能源汽车的企业

100%

50%

50%

资料来源：《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法》修正案（征求意见稿），山西证券
研究所

（四）更新小规模企业核算优惠
对于年产量/进口量 2000 辆以下的小规模企业，
《积分办法》修正案（征求意见稿）延续了适度宽松考
核的优惠，并调低了平均燃料积分消耗量的下降幅度。小规模企业产品单一、产能较低，可下降幅度有限，
通过企业平均燃消耗量下降幅度划定考核放宽幅度，合理性、可行性较高，且有望从政策端鼓励小规模企
业采取措施降低企业平均燃料积分消耗量，而调低下降幅度则进一步增加了可行性。
分析小规模企业可能采取的方式，一是布局新能源整车，二是降低燃油车能耗，由于小规模企业本身
规模小，而新车开发成本高、前期投入大，降低燃油车能耗可能是更为有效的途径。就目前而言，降低燃
油车能耗的主要技术路径包括：一是通过造型设计降低汽车风阻，二是轻量化设计，三是发动机&变速箱技
术，四是包括混动。随着双积分政策推进，有望助力企业加大相关技术投入，加快技术提升落地。

请务必阅读最后一页股票评级说明和免责声明

7

证券研究报告：行业研究/点评报告

表 5：小规模企业达标值在《乘用车燃料消耗量评价方法及指标》规定的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要求基础上放
宽比例
年度平均燃料消耗量较上一年度下降

2016 -2020 年

2021-2023 年

6%以上

60%

60%

4%以上不满 6%

30%

60%

3%以上不满 4%

30%

30%

2%以上不满 3%

0

30%

资料来源：《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法》，《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
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法》修正案（征求意见稿），山西证券研究所

三、投资建议
综上所述，新能源汽车体质和传统燃油车降低油耗是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我们认为应当主要关注 3
条主线：
一是持续研发投入、管理经验丰富、积极布局高端产能的整车制造商；
二是上游技术壁垒较高、有望实现海外替代的优质零部件供应商；
三是在汽车轻量化、混动等降低油耗关键技术领域具有核心技术的供应商。
建议关注：上汽集团、先导智能。

四、风险提示
1）政策落地不及预期；
2）行业政策大幅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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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积分办法》vs《积分办法》修正案变更内容对比

传统能源乘用车

《积分办法》

《积分办法》修正案

指除新能源乘用车以外的，能够燃用汽油、

指除新能源乘用车以外的，能够燃用汽油、柴油、

柴油或者气体燃料的乘用车（含非插电式混

气体燃料或者醇醚燃料等的乘用车（含非插电式

合动力乘用车）

混合动力乘用车）

变化
扩大
范围

指综合工况燃料消耗量不超过《乘用车燃料消耗
量评价方法及指标》中对应的车型燃料消耗量目
低油耗乘用车

标值与该核算年度的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要求之

新增

积（计算结果按四舍五入原则保留一位小数）的
传统能源乘用车
企业传统能源乘用车

指新能源汽车不参与核算的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

平均燃料消耗量实际

实际值

值
企业 2016 年度至 2020 年度平均燃料消耗量
小规模企业放宽达标
要求&范围

较上一年度下降 6%以上的，其达标值在《乘
用车燃料消耗量评价方法及指标》规定的企
业平均燃料消耗量要求基础上放宽 60%；下
降 3%以上不满 6%的，其达标值放宽 30%。

企业 2021 年度至 2023 年度平均燃料消耗量较上
一年度下降达到 4%以上的，其达标值在《乘用
车燃料消耗量评价方法及指标》规定的企业平均

降低

燃料消耗量要求基础上放宽 60%；下降 2%以上

指标

不满 4%的，其达标值放宽 30%。2024 年度及以
后年度的核算要求，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另行公布
计算乘用车企业新能源汽车积分达标值时，低油

低油耗乘用车新能源

耗乘用车的生产量或者进口量按照其数量的 0.2

汽车积分达标值计算

新能源汽车比例要求

新增

新增

倍计算
2019 年度、2020 年度，新能源汽车积分比

2021 年度、2022 年度、2023 年度，新能源汽车

例要求分别为 10%、12%。2021 年度及以后

积分比例要求分别为 14%、16%、18%。2024 年

调整

年度的新能源汽车积分比例要求，由工业和

度及以后年度的新能源汽车积分比例要求，由工

比例

信息化部另行公布。

业和信息化部另行公布
2019 年度及以后年度产生的新能源汽车正积分
按照下列规则向后结转，结转有效期不超过三年：
（一）2019 年度产生的新能源汽车正积分可以等
额结转至 2020 年度使用；（二）2020 年度存在

新能源汽车正积分结
转办法

新能源汽车正积分不得结转，但 2019 年度
产生的新能源汽车正积分可以等额结转一
年。

的新能源汽车正积分，每结转一次，结转比例为
50%。（三）2021 年度及以后年度企业传统能源
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实际值与企业平均燃料消

细化

耗量达标值的比值不高于 123%的，允许其当年
度产生的新能源汽车正积分向后结转，每结转一
次，结转比例为 50%。只生产或者进口新能源汽
车的企业产生的新能源汽车正积分按照 50%的比
例结转。

管理部门

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质检总局

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

变更

注：小规模企业：对核算年度生产量 2000 辆以下并且生产、研发和运营保持独立的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进口量 2000 辆以下的获境外乘用车生产企业授权的进口乘用车供应企业
资料来源：工信部，《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法》，《乘用车企业平均
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法》修正案（征求意见稿），山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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