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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誉博华 
工商企业 

新能源汽车 

“碳”路者：中国新能源汽车制造行业    
云程发轫，“新新“向荣 

 

 

                                                                                       
1 全生命周期指从汽车制造到再生利用以及汽车燃料生产到燃料使用的整个

阶段。 

 

 

新能源汽车制造行业是中国实现“双碳”目标不可或缺的关

键力量 

电力、制造业及交通行业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贡献单位。汽车

行业作为支柱制造业又同时是交通部门耗能大户，其发展路径是

影响实现“双碳 ”目标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 

根据中汽数据对不同类型汽车平均单位行驶里程碳排放的统计，

纯电动汽车的平均碳排放最低，其他类型的新能源汽车也明显低

于柴油车和汽油车。 2020 年 11 月，国务院办公厅公布《新能源

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2021-2035 年）》（以下简称“《规

划》”），提出 2025 年新能源汽车销售占比达 20%左右，2035

年纯电动汽车成为主流销售。《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 2.0》

进一步补充，至 2035 年新能源汽车应占汽车总销量的 50%以上。 

图：不同燃料类型乘用车平均单位行驶里程碳排放（CO2e/km）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低碳行动计划研究报告 2021》，惠誉博华 

 

根据《中国汽车低碳行动计划研究报告2021》，2020 年汽油车贡

献了当年销售乘用车全生命周期1碳排放总量的绝大部分，纯电动

车仅占总量的 3%，基本与乘用车中汽油车与纯电动车销量占比相

对应。现有政策情景2下，以 2020 年为基准， 2025 年纯电动乘用

车可实现生命周期碳减排至 72%，到 2060 年减排至 17%。新能源

汽车销量持续提升是实现“双碳”目标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 

 

 

 

2 现有政策情景：预计车辆电动化比例稳步提升，传统燃料类型车 2060 年

禁售；非化石能源发电 2030 年占比 45%左右，2060 年占比 94%左右。

（《中国汽车低碳行动计划研究报告 2021》） 

新能源汽车制造行业是中国实现“双碳”目标不可或缺的关键

力量。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迅猛，一直位居世界前列，不

仅市场份额全球领先，而且本土汽车制造商占据先发优势，创

新与竞争能力突出，造车新势力迅速崛起。同时，各大车企积

极布局海外市场，出口进入高增长阶段。 

惠誉博华认为，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已由政策驱动转向了市场

驱动发展阶段。长期来看，补贴退坡及成本增加扰动不改新能

源汽车市场驱动发展方向，但疫情反复、新能源金属价格持续

上涨等因素将在短期内影响原材料成本以及关键零部件供应。

此外，新能源汽车行业竞争仍如火如荼，车企研发及资本支出

的有效性将导致企业发展不确定性加剧。 

在“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发展趋势下，汽车行业产业链

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将面临巨大的机遇与挑战，中国企业未来仍

需继续加快融入新发展格局，积极坚持创新驱动，保持全球新

能源汽车行业领跑者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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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20年各类乘用车销量占比（外圈）及生命周期碳排放占比（内圈）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低碳行动计划研究报告 2021》，惠誉博华 

 

中国新能源汽车制造具备全球竞争优势 

市场份额全球领先 

2021 年，我国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 2,608.2 万辆和 2,627.5 万辆，

同比增长 3.4%及 3.8%，结束了 2018 年以来的连续下滑趋势。其

中，2021 年 新能源汽车销售完成 352.1 万辆，同比劲增 1.6 倍，

渗透率高达 13.4%。 

惠誉博华预计 2022 年新能源渗透率将进一步上升至 18%-20%，

总销量达500万-550万辆，提前实现《规划》设定的2025年20%

目标，并延续加速渗透趋势。 

图：2016年-2021年历年汽车总销量及新能源汽车销量情况 

 

资料来源：中汽协，惠誉博华 

 

 

 

图：新能源汽车月度销量（万辆） 

 

资料来源：中汽协，惠誉博华 

 

近年来，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位居世界前列。2019 年中国新

能源乘用车销量世界份额达到 51%， 2020 年受国内疫情冲击，中

国销售一度放缓，而欧洲地区受欧盟碳排放政策刺激，新能源汽

车市场发展呈现“井喷”，中国占世界份额下降到 41%。得益于

疫苗接种率不断提高， 2021 年世界经济迅速复苏，全球广义新能

源乘用车销量强劲增长，达到 937 万台，其中中国新能源乘用车

世界份额超过疫情前水平，达到 53%， 其中 4 季度份额更是高达

60%，表现十分亮眼。 

图：世界新能源乘用车市场份额（按销量） 

 

资料来源：Marklines，乘联会，惠誉博华 

 

渗透率方面，全球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近五年快速提升，2021 年末

已达到 8%左右。分国家来看，中国为 13%，美国 4%，德国 23%，

挪威达到 70%。虽然各国新能源汽车目前发展极不平衡，但各主

流国家及车企大都已制定雄心勃勃的新能源汽车未来发展规划，

希冀在未来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中获得可观的市场份额，同时助

力全球减碳目标实现。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乐观预测，全球

新能源汽车到 2025 年的销量将达 1,998 万辆，渗透率约 17%，全

球新能源汽车已进入高速发展车道，预计凭借先发优势、高强度

的研发与投资、完善的产业链及强大的制造能力，中国将继续保

持显著领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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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世界主要国家新能源乘用车渗透率 

 

资料来源：Marklines，乘联会，惠誉博华 

 

中国自主品牌厂商市占率跻身世界前列，造车新势力成功迅速崛

起 

政策的支持、广阔的市场与旺盛的内需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本土新

能源汽车品牌发展。2021 年，上汽集团及比亚迪分别获得 12%及

10%的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份额，吉利汽车、东风汽车等市场份额

也均位居世界前列。2022 年 1-2 月，比亚迪公布其新能源汽车累

计销量 18.1 万辆，同比激增 494.3%，销量直追特斯拉。 

图：2021年各汽车制造商新能源全球市场份额 

 

资料来源：Marklines，乘联会，各公司公告，惠誉博华 

同时，本土“新势力”亦迅速崛起，蔚来、小鹏、理想 2021 年销

量均破 9 万辆，哪吒、威马、零跑等品牌销量也高速增长，成为新

能源汽车行业的后起之秀。从部分已公布二月份销量的车企来看，

哪吒 2022 年 1-2 月累计销量同比增速 331.9%，理想 169.3%，小

鹏 132.4%，头部新势力品牌“淡季不淡”，延续了 2021 年下半

年的强劲增长势头。 

图：2020年-2021年部分本土新势力销量 

 

注：蓝色方框内为各车企 2021 年占乘用车市场销量 

资料来源：乘联会，各公司公告，惠誉博华 

图：2021年及 2022年 1-2月部分新势力销量（辆） 

 

资料来源：各公司公告，惠誉博华 

此外，碳中和背景下，众多互联网公司如百度、滴滴、腾讯、小

米等也纷纷入局新能源汽车赛道，或宣布自主造车计划，或转向

提供高附加值的智能驾驶相关服务。 

中国本土汽车制造商占据先发优势，积极布局海外市场，出口进

入高增长阶段 

中国汽车出口量 2019 年和 2020 年相对稳定，2021 年国外疫情反

复使得具有较完整汽车产业链的中国汽车企业在出口上取得明显

优势。根据中汽协统计，2021 年汽车整体出口量达 201.5 万辆，

同比增长 101.1%，新能源汽车出口达 31 万辆，同比增长 38.4%。

布局海外市场，是中国新能源车企成长并走向世界的必经之路。

全球范围来看，目前尚处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早期阶段，中国新

能源自主厂商发展势头尤为迅猛，自主品牌近年表现分外强劲，

为中国本土车企“走出去”奠定了良好基础，预计未来几年中国

新能源汽车出口将维持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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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17年-2021年汽车出口情况 

 

资料来源：中汽协，惠誉博华 

 

从出口地区来看，根据乘联会的资料，中国新能源车以比利时和

英国、德国等西欧国家为重要出口目的地，欧洲成为新能源汽车

出口的最大区域。比亚迪、蔚来、小鹏等将欧洲作为重要海外市

场积极布局，蔚来、小鹏均已在挪威有车型交付。作为世界新能

源汽车第二大市场，欧洲已成为全球汽车制造商的必争之地。 

图：2021年新能源汽车出口地区占比 

 

资料来源：乘联会，惠誉博华 

 

据中汽协统计，2021 年新能源汽车出口量排名靠前的自主品牌主

要包括上汽集团、东风汽车、比亚迪、江汽集团和吉利控股。目

前国内制造商主要依托本土产能出口海外，但理想、比亚迪等已

有建立欧洲生产基地或与当地经销商联合开拓市场的意向。面对

欧洲日益趋严的减碳标准，千帆竞发下自主品牌势必面临更大的

机遇与挑战，在提升减碳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其先发的战略布

局和技术优势也会进一步成为实现全社会 “双碳”目标的重要支

撑力量。 

 

 

 

 

 

表：部分汽车制造商/品牌欧洲出口计划及战略 

汽车制造商/品牌 出口计划及战略 

蔚来 
2021 年 9 月于挪威交付 ES8 

2022 年，将在挪威交付 ET7 及建立 16 座换电站 

小鹏 

2020 年 12 月~2021 年 8 月，交付 G3、P7 等车型至

挪威 

2022 年 2 月，与当地合作伙伴合作，在荷兰和瑞典销

售中国制造的小鹏电动汽车 

岚图 2022 年 2 月，宣布进军欧洲市场，首站登陆挪威 

爱驰汽车 
宣布 2021 年全年出口电动汽车 1676 辆，销往法国、

德国、意大利、荷兰等欧洲发达国家 

理想 2021 年 8 月，宣布考虑建立欧洲生产基地 

比亚迪 
2021 年 5 月，宣布与挪威经销商 RSA 合作 

2021 年 12 月，于挪威交付唐 EV 累计超千辆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惠誉博华 

 

长期来看，补贴退坡及成本增加扰动不改新能源汽车市场驱

动发展方向，但疫情反复、新能源金属价格持续上涨将在短

期内影响原材料成本以及关键零部件供应 

近年来，新能源乘用车及商用车销量增速均大幅走高，其中以新

能源乘用车为绝对销量主力。2021 年，新能源乘用车销量达

333.4 万辆，同比增长 167.5%。 

图：新能源汽车近三年销量（按类别） 

 

资料来源：中汽协，惠誉博华 

财政部等四部委《关于 2022 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

的通知》指出，2022 年新能源汽车补贴标准将在 2021 年的基础

上减少30%，2023年将不再享有补贴。另一方面，2021年9月，

受到东南亚疫情导致的半导体封测厂产能下降影响，中国汽车销

量同比大幅下降 17%。10 月之后，短期疫情扰动带来的影响才开

始缓解。 

新能源汽车 2021 年全年渗透率达到 13.4% ，同比 2020 年 5.3%的

渗透率大幅上升，2022 年 1 月渗透率为 17.1%，2 月渗透率为

21.8%，中国自主品牌新能源乘用车渗透率 1 月及 2 月渗透率已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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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和 41.9%，远远领先于市场平均水平。新能源汽车行业在

2021 年补贴退坡且受到芯片短缺的影响下，渗透率依然稳步提升，

无疑表明我国新能源汽车转入消费端市场驱动的新阶段。 

图：2020年及 2021年新能源乘用车按级别分类（辆） 

 

注：上述销量为批发销量 

资料来源：乘联会，惠誉博华 

2021 年新能源乘用车销量仍以纯电动车为主，市场份额达 83%。

分级别来看，除插电混动C级别车外，其他级别车型销量均大幅上

涨。2021 年中低端车型市场份额达到 67.2%， B 级电动车份额有

所改善，整体从 2020 年的 26.7%上升至 2021 年的 30.4%，其中

纯电动 B 级车占比总纯电动车份额从 22%提升至 28%。疫情反复、

新能源金属价格持续上涨引发的原材料大幅上涨短期内将对车企

的利润及销量造成冲击，尤其是以中低端车型为主的车企。但新

能源汽车替代传统燃油车已是必然趋势，未来随着市场规模的快

速增加，规模经济效应将为头部新能源车企成本改善带来更显著

竞争优势。 

2022 年 1 月新能源乘用车零售销量 34.7 万辆，同比涨幅达 132%，

2 月乘用车销量 27.2 万辆，虽然环比下降 22.6%，但同比仍劲增

180.5%。由于存在上年未交付订单结转下一年情况，涨价带来的

负面效应可能并未显现，惠誉博华将予以持续关注。 

图：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惠誉博华 

相较于整车制造企业产销两旺，我国新能源汽车上游产业仍面临

诸多挑战。上游锂、钴等原料主要依赖进口，正极材料、电芯等

现有主流生产企业为日韩厂商，且由于其高技术壁垒、高附加值

的特点产业规模转移难度较大。 

芯片方面，晶圆代工厂以及封装测试产能主要分布在东亚和东南

亚，2021 年东南亚疫情严重影响芯片产能，导致全球主机厂产能

承压。由于新能源汽车智能化、电动化程度更高，因而新能源汽

车对汽车芯片的需求较传统燃油车更多。根据中汽协估计，2022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搭载汽车芯片的平均需求在 1,459 颗左右，传统

燃油车约为 934 颗。目前以特斯拉为首的整车制造商已寻求通过

自主研发的方式来解决缺“芯”难题。但总体而言，国内缺少完

整的车规级芯片供应链链条，其供应常受制于国外厂商。疫情反

复、新能源金属价格持续上涨将在短期内影响原材料成本以及关

键零部件供应。 

行业竞争仍如火如荼，车企研发及资本支出的有效性将使企

业发展不确定性加剧 

在“双积分”约束、“碳中和”目标等长期政策引导下，新能

源汽车对燃油车替代十分明显，燃油车销量将持续呈现递减态

势。目前，主流汽车制造商已大举发力新能源汽车研发与生产，

同时新势力销量屡创新高，特斯拉 2021 年全球交付 93.6 万辆

汽车实现盈利，新能源汽车行业高速发展，整车制造商面临挑

战与变革。  

图：部分新能源汽车制造商销售净利率及研发支出占比 

 

 

资料来源：Wind，惠誉博华 

由于本土新势力品牌建立过程需要核心技术累积，目前其研发

支出相对于收入规模均十分庞大，多数仍未实现盈亏平衡，但

理想 2021 年 Q4（单季）已实现盈利，蔚来、小鹏 2021 年整

体盈利情况也较 2020 年大幅好转。受制于规模及其他因素，中

短期内，新势力品牌仍主要依赖权益融资补充资本支出，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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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誉博华 
工商企业 

新能源汽车 

年下半年，小鹏、理想赴香港交易所发行股票募得大量资金，

实现美、港两地上市，近日蔚来成功通过介绍方式在香港交易

所上市，公开信息称哪吒 2022 年也将赴港上市，其他车企也不

断引入战略融资、实施股票增发，发力新能源汽车研发、制造

与销售渠道建设。而无论是新势力还是传统汽车制造商，进行

新能源汽车相关的庞大研发投入和产能扩张，都将加剧自身盈

利能力和现金流的不稳定性，未来销量无法达到规模优势的汽

车制造商将面临严峻挑战。     

  图：新能源汽车与传统汽车走势分化 

 

资料来源：中汽协，惠誉博华 

另一方面，燃油车的市场份额面临被新能源汽车不断蚕食的窘

境，其市场占有率从 2016 年的 98.2%下滑至 2021 年的 86.6%，

“双碳”背景下预计未来仍会加速下跌。以燃油车为主打品种

的传统汽车厂商面临市场份额不断下滑、收入与利润持续缩水、

信用风险上升的风险，其转型进展与未来发展值得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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