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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充电桩行业新闻 

一、聚焦两会 苗圩谈新能源车充电基础设施 

来源：电动汽车百人会   发布时间：2018-3-8 

汽车充电，正成为 2018 年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焦点”。 

前有 2018 年 2 月，国家四部委联合发布对新能源汽车的补贴政策逐渐从汽车向充

电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等环节倾斜的利好政策，现有全国两会代表不约而同强调充电基

础设施重要性的提案。充电正从此前备受忽略的“幕后”走向支撑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的战略高位上，大力发展汽车充电产业已得到国家和业内共识。 

2018 年“两会”上，工信部部长苗圩表示，“随着科技不断发展，技术不断进步，

充电设施不断完善，新能源汽车未来还会呈现出高速增长态势。”这并不是苗圩部长首

次关注充电领域，在 2017 年两会时，苗部长就提出要加大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他指出

之前人们关注新能源车本身的质量，现在大家更关注去哪充电，怎么充电的问题，所以

充电已经成为整个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重要领域。 

如果说苗圩部长的讲话代表了国家政策层面，那 2018 年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政协委

员和人大代表们，提交的关于“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桩”“汽车充电”等相关提案则代

表了产业和公众层面。 

全国人大代表、长城汽车总裁王凤英提出了“鼓励地方政府设立专项基金，用于改

造老旧小区电力容量不足、布置充电桩产生的工程改建成本等，为充电桩进小区扫清障

碍，从而方便更多的消费者选购新能源汽车”。 

全国人大代表，广汽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曾庆洪提出“加强充电设施建设，推进

电网升级，鼓励网络共享等商业模式创新，突破配套建设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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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北汽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和谊的提案聚焦于新能源汽车产业，

建议加快基础充电设施建设。 

提案中涉及到了政策支持、场地报批、资金支持、建设规范、技术标准、运营管理

等各个方面，如此“接地气”和强化细节的建议将对未来充电产业的发展起到良好的指

导作用。 

按照国家发展规划，2020 年要实现 500 万辆新能源汽车，480 万个充电桩的发展

目标，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到 180 万辆，充电桩数量（公共桩+私人桩）46

万余个，距离目标还存在巨大差距。同时根据国家能源局统计，当前电动汽车与充电桩

比例为 3.5：1，整体而言，车桩比例稍显不足，设备利用率较低，充电基础设施已成为

制约电动汽车发展的最大瓶颈。 

对于整个新能源汽车产业而言，充电桩是保障电动汽车“跑起来”的根本，更是支

撑整个产业发展的能源保障。没有足够的充电设施，再好的电池技术与造车技术都只是

锦上添花，无法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 

除此之外，加快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不止于满足电动汽车充电需求，通过充电桩链

接而成的充电网更将开发出巨大的生态价值。例如充电网将代替中石油、中石化，成为

未来汽车的主要动力源，通过智能调控和充放电系统，充电网可以实现削峰填谷，在低

谷充电在高峰卖电。对于峰谷电价，全国人大代表、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尹同

跃在两会上提出“调节峰谷用电政策，引导新能源汽车夜间储备电能，提高白天用电电

价，降低晚上用电电价，在全国范围内落实居民用电峰谷分时电价政策。”的建议，假

如这一提案得到落实，充电网的“削峰填谷”也将实现巨大商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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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充电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正得到国家和产业的高度重视。目前我国充电桩

运营市场初具规模并逐渐扩大，其中特来电凭借上线 10 万余个充电桩位列第一，约占

市场 47%份额，近期又与滴滴成立“小桔特来电”合资公司，再加上当下的利好政策，

不得不说特来电迎来了好时代。此外国家电网、星星充电、中国普天也在积极布局，努

力赶超，在利好政策的推动下，2018 年将是充电市场的爆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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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补贴新规让电动车真正“跑起来” 

2018-03-01   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刘瑾 

近日，财政部、工信部、科技部、发改委联合发布《关于调整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

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其中的核心关键词为提标准、降补贴，同时，充电补贴逐

渐转为支持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新能源汽车使用和运营等环节。 

新政策出台，体现了国家对新能源汽车技术进步的鼓励，掌握新能源电池核心技术

的龙头企业竞争力将充分体现。对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长期发展而言，补贴金额下降，

补贴标准提高，将有助行业竞争格局逐步优化。 

自 2013 年我国出台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以来，借助于政策的刺激和带动作用，新

能源汽车产销量飞速增长，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和消费国。2017 年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成绩单亮眼。数据显示，2017 年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79.4 万

辆和 77.7 万辆，同比增长双双超过 50%。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这两项数据已经连续 3

年位居世界第一。 

然而，当前补贴政策的弊端也日渐明显。据统计，我国目前电动汽车制造企业已有

近 300 家，已开发和在研的车型有近 5000 种。补贴丰厚，加上投资门槛较低，吸引了

大批投资者投资新能源汽车产业，造成了一哄而上的混乱局面。此外，新能源汽车补贴

政策也容易让车企患上“政策依赖症”，企业缺乏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的动力，行业容

易出现低水平盲目扩张。 

新政策符合产业发展的需要，也释放了一种信号。面临即将发生的洗牌，技术升级

成为唯一的选择和出路。新能源汽车的核心在于替代汽油的“动力”，大容量电池和长

续航里程将成为绕不开的关卡。通过抑制低水平的非理性投资去弱留强，让新能源汽车

产业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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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新政策从对新能源汽车的补贴逐渐转为支持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

新能源汽车使用和运营等环节，为电动汽车“跑起来”提供了保障，也为相关配套产业

带来发展机遇。 

据统计，截至 1 月底，我国公共充电桩达 22.5 万个，特来电、国家电网、星星充

电、中国普天在充电桩市场排名前四位，国家电网的七纵四横高速城际充电网和特来电、

星星的城市充电网保障了新能源汽车初期的发展。 

然而，重资产、重运营、高回报周期的行业属性，也必然导致充电桩企业投入越大、

负担越重，这些企业也都在积极寻找可持续、生态型、创新的商业模式。由于运营收益

是循序渐进的，但建设投入却是一次性的，在这个过渡时期，国家为充电设施建设注入

“强心剂”，将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产业的投入产出平衡和可持续发展。 

补贴逐步退坡会成为新能源汽车产业迈向市场化的重要拐点。在政策引导下，新能

源汽车行业的优胜劣汰已经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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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充电联盟：截至 2018 年 2 月，联盟成员单位建

成充电桩总量约 61 万个 

作者：刘进   来源：第一电动网   发布时间：2018-3-13 

3 月 9 日，中国充电联盟官方发布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 2 月，联盟内成员单位

总计上报公共类充电桩 244023 个，联盟内成员整车企业采样车桩相随信息数据

369526 条，共计充电桩约 61 万个。 

就公共类充电桩来说，2018 年 2 月中交流充电桩 102048 个、直流充电桩 75922

个、交直流一体充电桩 66053 个。较 2018 年 1 月，新增公共类充电桩 18952 个。从

2017 年 3 月到 2018 年 2 月，月新增公共充电桩约 7746 个，2018 年 2 月同比增长

61.5%。实际每月新增公共类充电设施及环比数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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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行政区域内所拥有的公共类充电桩数量前十的分别为：北京 35869 个、上海

31866 个、广东 30755 个、江苏 24769 个、山东 19602 个、浙江 12181 个、河北 10872

个、天津 10660 个、安徽 10644 个、湖北 6880 个。全国充电设施保有量超过 1 万个

的运营商共有 5 家。 

 

全国充电电量主要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个区域，其中北京主要以私人

乘用车为主；广东、陕西、山东、江苏、河南、湖北、上海、福建的电量流向主要以公

交车等专用车辆为主；山西的电量流向主要以出租车为主。 

截至 2018 年 2 月，通过联盟内成员整车企业采样车桩相随信息数据 369526 条，

其中建设安装私人类充电桩 245683 个，整体未配建率约 33.5%，其中约 19.1%是由

于集团用户采购纯电动轿车作为出租车、分时租赁用车等运营专用车辆而不需要车企随

车配建充电设施所致。另一方面，因私购车的充电桩配建约为 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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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北京新能源车取消备案制 充电价格同步放开 

2018-03-02 09:24   来源：证券日报   作者：龚梦泽 

随着新能源汽车被定义为汽车产业发展的战略方向，近期有关新能源汽车的“政策

红包”密集出台。 

2 月 26 日，北京市科委、经信委等五部门发布了《北京市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管

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证券日报》记者了解到， 新《办法》在保留了地方补

贴制度的基础上，明确取消了 2015 年设立的备案制度。此外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本次

依然不在新能源小客车指标范围。《办法》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有效期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紧接着，2 月 27 日，北京市发改委印发最新版《北京市定价目录》宣称电动汽车

充电服务费等 5 个项目的定价将于 4 月 1 日起全面放开。 

业内普遍认为，两项关于新能源汽车的新政为 2018 年产业发展方向定下基调，同

时可以看到政府意志从“主导”过渡到“引导”，逐步增强市场作用力，完善基础设施

布局，保障产业的良性可持续发展。 

北京取消新能源“备案制” 

地方补贴转向充电环节 

据悉，此前北京新能源汽车一直实行备案制规则，即只有备案后的车型才能销售上

牌并享受优惠政策。而日前发布的《《办法》第二条指出：“本办法所称新能源汽车是指

依法获得许可在中国境内销售的纯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确定取消了 2015 年设

立的备案制度。 

《证券日报》记者注意到，在之前的老办法中，“进行备案”的责任人是经信委，

然而在本次《办法》中，经信委“负责对参与本市推广应用的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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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进行引导”、“指导在京生产企业开发适用于本市推广的新能源车型产品”，表明北京

市将对新能源汽车市场加强管理，建设开放、有序的市场秩序。 

此外，《办法》依然保留了地方购置补助：“本市鼓励购买和使用新能源汽车，本市

相关财政补助政策参照《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科技部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完善新能

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财建〔2018〕18 号）另行研究制定。”值得注

意的是，据 2018 年新能源补贴政策显示，从 2018 年起将新能源汽车地方购置补贴资

金逐渐转为支持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新能源汽车使用和运营等环节。 

对于此次备案制取消，北京新能源汽车产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景光在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初期，备案制度在市场秩序和产品把

关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北京消费者提供了优质的备选车型。但近年来，新能源汽

车产业飞速发展，产品质量性能大大提升。在此背景下，备案制势必要做出改变。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市在《关于 2018 年度上海市鼓励购买和使用新能源汽车相关

操作流程的通知》中也只字未提备案。国内新能源汽车两大销售一线城市同时选择此时

打破地方保护壁垒，除了应中央新政破除地方保护的要求外，也为新能源汽车市场优化

和多元化发展创造了良好了环境。 

在赵景光看来，由于新能源指标机制的存在，尽管备案制的取消不能从总量上刺激

新能源汽车销量的进一步上扬，但会在定量销量中激发起实力强劲车企的份额争夺战。 

事实上，“主流电车企业早已均进入北京目录，不存在因为目录阻碍哪家销售或发

展的情况。未来就是比拼谁家的产品质优价廉，谁家的技术稳定可靠。” 

放开电动汽车充电定价 

充电服务费短期难看涨 

近年来，伴随着一系列补贴优惠政策，北京电动汽车市场蓬勃发展，电动汽车颇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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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青睐。然而，无论是潜在消费者还是现实车主都在吐槽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公共

充电设施的短缺。 

为促进电动汽车业态场发展，北京加速相关基础设施布局，并逐渐放开市场。2 月

27 日，北京市发改委印发最新版《北京市定价目录》，其中电动汽车充电服务费等 5 个

项目的定价将于 4 月 1 日起全面放开。据记者了解，此前在 2015 年，北京市发改委就

表示对充电设施投资建设及运营主体不做市场准入限制，以鼓励社会资源参与充电设施

建设。如今，市场开放的脚步终于落在了充电服务费定价开放上。 

《证券日报》记者走访发现，目前北京市包括国家电网、普天新能源、特来电、星

星充电等公共充电运营商收取的充电服务费普遍集中在 0.5 元/度左右，政策划定收取

的服务费大约在 1 元/度。 

对此，智充创始人丁锐认为，充电服务费本就应是市场化定价，充电桩企业应更积

极地通过大数据分析、市场供需实时状态争取更大盈利空间。谁的地段好，谁充电快，

自然服务费就体现出来了。他表示，定价放开短期内不会对市场产生较大浮动，“充电

桩还远没到各个地方都有的程度，现在是物以稀为贵。” 

星星充电副总经理郑隽一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充电服务费上限标准已无

实质指导意义，将收费标准回归市场，充电桩企业和用户，能够通过相互间的买卖、协

调，确保充电服务费维持在合理区间。短期来看对行业的影响并不大。 

他同时提到，开放充电服务费定价意在提高社会资本建桩用桩积极性。长期来看，

企业可以根据供需和使用率调整费用，使各公共充电运营商在竞争中自我调节价格，巩

固自身市场地位和份额，进而淘汰一批产能落后、管理松散的充电桩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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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家能源局规划 2018 年建成充电桩 60 万个   

服务全国 500 万辆电动汽车 

来源:电缆网    2018/3/14 

3 月 7 日，国家能源局出台了《2018 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其中关于充电设施领

域的指导意见为：统一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标准，优化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布局，建设

适度超前、车桩相随、智能高效的充电基础设施体系。 

充电基础设施是电动汽车推广的重要保障，根据国家的整体规划，2018 年我国将

积极推进充电桩建设，年内计划建成充电桩 60 万个，其中公共充电桩 10 万个，私人

充电桩 50 万个。到 2020 年，新增集中式充换电站超过 1.2 万座，分散式充电桩超过

480 万个，以满足全国 500 万辆电动汽车充电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能源局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底，我国各类充电桩达

到 45 万个，公共充电桩 21 万个，保有量位居全球首位，尽管目前建设数量较大，但

目前公共充电桩利用率不足 15%，由于布局不合理，维护不到位，部分地区也出现了

不少的故障和僵尸桩。 

  

http://shupeidian.bjx.com.cn/zt.asp?topic=%b3%e4%b5%e7%c9%e8%ca%a9
http://shupeidian.bjx.com.cn/zt.asp?topic=%b5%e7%b6%af%c6%fb%b3%b5
http://shupeidian.bjx.com.cn/zt.asp?topic=%b3%e4%b5%e7%d7%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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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2 月车市微降 0.5% 政策推动新能源高速发展 

2018-03-09   来源：中国经济网   作者：姜智文 

3 月 8 日，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以下简称“乘联会”)发布数据显示：2018

年 2 月我国狭义乘用车销量为 1441716 辆，同比下降 0.5%，环比则出现 35.9%的下

滑，基本符合乘联会预期；1-2 月，我国狭义乘用车累计销量 3689686 辆，同比增长

4.6%，相比去年同期下降 2%改善较大。 

 

对此，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2 月车市表现稳定主要是因

为春节前汽车销售相对火爆，但节后恢复较慢。另外，消费者购房热以及部分整车企业

因生产太少而设定较低的销售目标，也间接拉低了车市的销售数据。 

轿车、SUV 持续增长 2 月车市基本稳定 

具体到车型方面，2 月轿车、SUV、MPV 的销量均出现环比增长的态势；但轿车

和 SUV 同比则呈现不同程度的增长，这也是 2 月车市稳健的主要动力；而 MPV 仍没

有复苏的迹象，同比未能止住下滑的趋势。 

其中，2 月 SUV 共销售 633393 辆，同比增长 1.6%，环比则下滑 38.6%，拖累前

两个月累计增幅下滑至 10.4%。值得注意的是，虽然 SUV 车型在市场持续超高速的增

长有所收缓，但仍是乘用车整体销量增长的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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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旧占据最大体量的轿车，2 月共销售 682979 辆，同比增长 1.3%，环比则大幅

下滑 34.9%；1-2 月，轿车共销售 1731739 辆，同比仅增长 4.1%。对此，崔东树表示，

在购置税退出的情况下，轿车依然能维持正增长主要得益于新能源车型的爆发式增长。 

持续低迷的 MPV 在 2 月份仍未迎来拐点。数据显示，2 月 MPV 的销量为 125344

辆，同环比分别下降17%和 25.1%；1-2 月，MPV 累计销售 293332 辆，同比下降 17.3%。

崔东树认为，SUV 的热销势必会影响 MPV 的销量，同时 MPV 市场虽然高端车型销量

暴增，但占据九成销量的低端家用 MPV 却持续低迷，共同造成了 MPV 市场弱势格局

的产生。 

而对于 3 月份的车市表现，崔东树预测，由于今年 2 月的生产和渠道库存均属于偏

低状态，因此 3 月的补库特征将较明显，产销增长应相对较强，并最终实现行业 1 季度

的开门红。 

当然，3 月车市也有不利的一面。春节过后，3 月购车更偏重于生产资料型需求，

但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和新零售的推进，县乡市场和个体工商业的车辆需求萎缩，崔东树

分析认为，“目前车市新增长热点尚未形成，随着进口关税的下调预期，总体车市的竞

争将逐步加剧。” 

此外，崔东树还重申了对 2018 年全年车市的预测。他认为，今年 1-2 月车市增长

5%是高质量的数据，预计春季零售增速整体较好，厂家批发表现也有改善，这也初步

印证了乘联会预测 2018 年车市前高后稳的增长特征。“我们始终认为 2018 年车市预期

零售增长为 4%，强于 2017 年的整体表现”，崔东树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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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推动新能源高速发展 锂电池回收成焦点 

近年来发展迅猛的新能源车，2 月共销售 2.9 万台，同比增长 80%左右；1-2 月，

新能源累计销量已接近 6 万辆，成为车市增长的重要动力。崔东树表示，随着利好政策

的逐渐浮出水面，新能源走势依然保持相对较强的增长趋势。 

此外，2 月发布《关于调整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政策，以促

进新能源汽车产业提质增效、增强核心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为方向，大力支持燃料

电池车、鼓励纯电车型和插电混动高端乘用车发展，进一步提高纯电动乘用车能量密度

门槛要求。 

崔东树表示，“补贴政策调整经过了多轮酝酿和分析，虽然调整力度很大，但相对

于前期的网传版本，最终政策是很大的利好。” 

根据政策要求，2018 年新能源车实施分段补贴的政策，实现了产品供给和需求的

有效连续性。今年上半年，新能源乘用车和客车依旧实施补贴 0.7 倍的政策，使得 2017

年新能源车型目录产品在资源供给方面得到保障有效；下半年，新能源车实施新的补贴

政策，将对提升产品和企业核心竞争力都是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另外，客车与装用车的

错峰发展，也是对电池行业平稳增长的良好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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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近日发布的《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暂行办法》也明

确提出，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承担动力蓄电池回收的主体责任，并强调相关企业在动力

蓄电池回收利用各环节履行相应责任，保障动力蓄电池的有效利用和环保处置。 

汽车整车企业主要负责协助新能源车的流通和回收，锂电池的车用电池回收和再利

用需要社会共同努力，崔东树提出，“未来，各个城市和地方应该对锂电池回收利用有

完整统一的管理体系，同时调动电池生产企业的积极性，在政策支持下实现最大限度的

报废拆解和回收，最终实现稀有金属资源的可回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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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普及新能源汽车大有可为 

2018-03-08   来源：广州日报   作者：张涨 

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将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优惠政策再延长三年，全面

取消二手车限迁政策。 

延长新能源汽车购置税优惠政策一举多得，至少有三方面的意义。其一，在科技创

新方面，新能源汽车不仅带来汽车动力方面的革新，更全方位集聚了多项科技成果。从

某种程度上说，智能汽车已经成为具有强大外溢效应的基础创新。眼下，国内的智能汽

车产业正在快速发展，保持对新能源汽车的优惠政策，对于汽车行业是一个巨大的拉动。

其二，在环境保护方面，以更多的新能源汽车取代传统的汽油车、柴油车，对于环境质

量和公众健康意义重大。其三，则是降低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将进一步刺激汽车消费，

从而形成强大的消费驱动力，有利于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 

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眼下最关键的是让更多消费者转变观念接受新能源汽车，这

就必须进一步加强新能源汽车的比较优势。除了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购置税优惠之外，

还有很多方面值得关注。比如，一些消费者担心充电桩安装问题，虽然大部分车商承诺

免费为用户安装充电桩，但在实际执行中牵涉一些住宅区车库不具备条件、物业不允许

等情况。这就需要在政策设计上将这些实际问题考虑在内，打消消费者顾虑。再如，在

道路通行、牌照获取等方面还可给予新能源汽车更多优惠。眼下很多限牌城市都为新能

源汽车开辟了“绿色通道”，无疑是相当具有针对性的举动。此外，还有专家建议，新

能源汽车可少缴或者免缴道路通行费、享受车险优惠等等，都值得考虑和探索。 

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是大势所趋，政策扶持有利于加速这一过程。但归根结底，

还是需要国内车企乘此东风，生产出更多具有世界竞争力的新能源车型。用产品本身说

话，是新能源汽车抢占市场最根本、最有效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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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锂电行业新闻 

八、2018 隔膜混战升级 谁能扛过大浪冲刷？ 

来源：高工锂电网   发布时间：2018-03-14 

蜕变前夕的“阵痛”是不可避免的。 

“继去年恩捷宣布降价 20%之后，最近业内又有一家叫得上名的隔膜企业，为争

夺大客户宣布大规模降价，基膜直接报价到 3 元，搞得不少业内同行很被动。”一位隔

膜从业人员向高工爆料。 

高工产研锂电研究所(GGII)最新调研数据显示，当前基膜最低已出现 2.5-2.8 元/

㎡的报价，而未来这一价格还将大概率再刷“新低”。 

2017 年是隔膜行业变动较为剧烈的一年，超高毛利时代基本宣告终结。2016 年

底，国内隔膜毛利率仍普遍高达 50%—60%，但自 2017 年初，隔膜行业的价格、毛

利率正式打破往年“稳中有降，但仍处高位”的状态，呈现出“普遍降价、大幅下滑”

的新态势，截止 2017 年底，国内隔膜毛利率整体下滑幅度已达 20%—30%，整体产

值增长受到拖累。 

而国内隔膜企业也大多无可奈何地接受了隔膜价格下跌的大势。中材科技曾表示：

“从中长期来看，隔膜价格下调是必然的。”另一家不愿意具名的隔膜公司高层表述更

为直白：“从心底来说，我们也不想降价，但在降成本的压力下，我们去跟电池客户谈

的时候，他们要么直接要求降价多少，要么委婉表示其他同行给了更低的报价，不跟着

降就没饭吃。” 

但相较 2017 年各家企业私下较劲的情况，2018 年的隔膜价格争斗更显来势汹汹，

已有隔膜企业将价格问题公开摆到了台面。2018 年一开年，创新股份就公开宣布旗下

http://www.gg-lb.com/search/%B6%F7%BD%DD.html
http://www.gg-lb.com/search/%B8%F4%C4%A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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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恩捷新材料的产品销量已经锁定(占公司 60%-70%产能)，在产品价格方面，公

司已主动将产品平均价格下降 20%左右，以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 

除了同行的直接出招，电池企业也隐晦地释放出了更大的降价需求。2 月初，成飞

集成公告表示，据公司市场调研信息和与大客户接洽的订单意向，国内知名车企已对电

池企业提出了进一步降价要求，降幅将达 20%及以上，而这一压力预计还将继续传导

到隔膜环节。 

GGII 预测，2018 年国内隔膜价格、毛利率还将继续保持下行，保守估计降价幅度

在 20%左右，同时行业对技术、对规模效应、成本控制能力的要求会越来越高，低端

重复产能将加速被淘汰。 

统计数据显示，现阶段国内隔膜企业数约 40 家，与 2017 年初统计的 50 余家，

已出现明显减少，而未来两年，在隔膜行业洗牌加剧的情况下，将有更多公司处境艰难，

被迫出局。 

尽管国内隔膜行业价格战已硝烟四起，但相较于被动参战，以星源材质为代表的国

内领先隔膜企业则选择深耕新产品开发、主动拓展国外市场，以最大化地削弱国内价格

战对自身的影响，开辟出更具活力的发展道路。 

公开信息显示，2017 年，星源材质已推出了包括 3 种涂覆新技术隔膜，2 种世界

最先进干法隔膜等在内的多款新产品，2018 年的新产品研发、上市正在紧锣密鼓地推

进中。 

此外，2017 年底，星源正式牵手德国飞马集团、德国中国工商会，共同组建起星

源-飞马新材料(欧洲)有限责任公司，旨在将中国的锂电池隔膜产品及技术推向欧洲市场，

将德国星源品牌打造成欧洲乃至世界锂电池隔膜行业的一流品牌。预计 2018 年，星源

材质海外出货量将持续增长。 

http://www.gg-lb.com/search/%D0%C7%D4%B4%B2%C4%D6%C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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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星源材质在此前的投资关系活动记录中已经确认，正在向 LG 供应干、湿

法隔膜产品。 

星源材质董事长陈秀峰表示：“尽管隔膜价格及毛利率下滑已是大势所趋，但星源

材质主要生产中高端隔膜，且具备极强的技术、研发实力，预计隔膜产品价格及毛利率

下滑速度将低于同行。” 

冷静的行业观察者认为，眼前的隔膜行业，正经历着成熟前的蜕变，虽然过程略显

残酷、惨烈，但隔膜企业们为争夺生存空间的斗智斗勇同样精彩，而经历技术变革、大

浪冲刷后，洗淘出的行业精英和产业精华将值得整个中国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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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电池百人会企业家“约局”南京详解：提升隔膜

品质 打造国产品牌 

来源：电池百人会-中国电池网   作者：张倩 峦水   2018-03-08 

3 月 7 日下午，中关村新型电池技术创新联盟、电池百人会“约局”系列活动第三

站（江苏站）在江苏南京荟枫酒店召开。来自电池新能源产业链：沧州明珠、鸿图隔膜、

惠强新材、旭成科技、青岛蓝科途、乐凯胶片、江苏安瑞达、力信能源、协鑫新能源、

中航锂电、力神电池、星恒电源、时代高科、大族激光、天臣新能源、博睿斯股份等超

过 40 家上市公司、新三板、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业内一流企业的企业家及高层就干

湿法隔膜目前技术方向及发展趋势、2017 年度锂电隔膜价格持续走低，行业需要供应

商和电池制造商抱团发展，2018 年如何建立良好的产业生态环境？隔膜行业进一步国

产化，进口产品进一步降低，如何建立工匠精神和提升隔膜品质、国产品牌？等行业热

点话题进行深入探讨。 

本次“约局”活动由中关村新型电池技术创新联盟、电池百人会（微号：CBHA100）、

中国电池网（微号：mybattery）、我爱电车网（微号：xevcar）、能源财经网联合主办，

大族激光协办，博睿斯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支持。锂电“达沃斯”论坛组委会/电池百人

会秘书长、中国电池网创始人/董事长于清教表示，“约局”系列活动是中关村新型电

池技术创新联盟/电池百人会/中国电池网/锂电“达沃斯”组委会继全国巡回调研行、

“问道”等品牌活动后新的尝试和创新，“约局”活动旨在通过座谈交流、学习参观、

加强上中下游之间产业整合、投资重组；约政策之局、约市场之局、约公司之局、约智

慧之局、约人脉之局，是一场电池新能源产业链圈子的企业家、大咖的正能量“约局”，

和有影响力的人一起影响更有影响力的人；活动每次锁定一个城市和一个核心主题，与

行业企业家当面悟道，深入交流技术与行业热点、焦点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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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伊维研究院董事长、中国电池产业研究院院长吴辉就目前隔膜行业发展情况

做了简单介绍。2018 年初，新能源行业迎来补贴退坡过渡期，在吴辉看来，补贴退坡

以后对上游材料厂商和整车厂商是没有太大的影响，影响最大的是汽车电池供应厂商，

整个降价的压力下，很多企业不注意控制成本的话，可能毛利率快速下跌。 

对于国内的隔膜企业，首先还是要提供好的产品，吴辉认为，从目前来看，整个国

内国产化的替代率显著提升。不管是干法还是湿法，行业所面临的竞争，更多的还是来

自于国内。目前来自隔膜行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资本竞争的阶段，或被上市公司收购、

或通过资本市场扩大产能，国内隔膜企业基本上完成了资本化。下游的电池厂，对供应

商的产能都会有大的要求，隔膜企业要想快速发展必须扩大产能，未来隔膜企业的竞争

将落实到资本市场一个资金的竞争。 

吴辉预计，2017 年，隔膜产能或达 17 亿㎡。其中龙头企业中，上海恩捷 2 亿㎡，

星源材质 1.5 亿㎡，苏州捷力 1.6 亿㎡，沧州明珠 1.2 亿㎡，中锂新材 1.3 亿㎡，中兴

新材 1.1 亿㎡，东皋膜 0.7 亿㎡。吴辉认为，针对隔膜企业来讲，在成本控制及下游的

研发的方向长期来看，隔膜企业在做其他膜相关的，比如说海水淡化污水处理等或成为

研发和产品升级的一个方向。 

中国电池网（微号：mybattery）统计的（部分）锂电池隔膜生产企业名录显示，

其中，60 家锂电池隔膜生产企业，有 26 家生产干法隔膜，25 家生产湿法隔膜，9 家

干法、湿法隔膜都有生产。在提升电池能量密度的趋势下，预计未来 2 年后，干、湿法

隔膜成本差距将大幅缩小，布局性能更优的湿法隔膜将占据更大优势。 

按照十三五规划，2020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将达到 200 万辆。受益于新能源汽

车国产化提升，带动锂电池隔膜材料需求迅速增长，加上 3C 产品和储能领域拉动，预

计 2020 年国内锂电池的需求总量达 174GWh，产业发展导致隔膜的需求量将达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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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平米，其中湿法隔膜需求量 25.8 亿平米，干法隔膜需求量 9.0 亿平米。 

由于锂电隔膜的高技术壁垒，早期全球巨头主要集中在日本、韩国、美国。数据显

示，2016 年日本旭化成、东燃化学以及韩国 SK、美国 Celgard 市场份额占比分别达

到 18%、14%、12%以及 10%，位于全球前四。随着美国企业 Celgard 被日本旭化成

收购，隔膜领域发展开始以日韩市场为主。 

在国际市场，隔膜领域都是以现有企业扩产为主，新进入者很少。其中，在隔膜材

料具有话语权的旭化成，预计到 2019 年湿法隔膜可以达到年产 6.1 亿平米的生产能力。

同时，公司也在不断推进美国据点的干法隔膜项目，目前可达到 2.5 亿平米/年的生产

能力。加之公司此次增产，预计到 2020 年可以实现干湿法隔膜年产 11 亿平米的生产

能力。 

在国内市场，上海恩捷市占率达到 11.18%、市场份额排名首位，星源材质市场份

额为 10.87%、沧州明珠市场份额达 8.58%，位列第二与第三。目前，我国干法隔膜进

口替代基本完成，而湿法隔膜替代正在进行时，预计 2019 年除少量进口外，80%以上

将实现国产化。 

2017 年以来，包括璞泰来、星源材质、中材科技、东皋膜、中泰科技、沧州明珠、

鸿图隔膜、惠强新材、乐凯胶片、纽米科技、北大先行、中兴新材、中锂新材、润沅新

材、旭成科技、金力股份等多家隔膜企业纷纷发布了扩产和投产计划。由于锂电池的能

量密度要求不断提升，2016-2017 年企业加码的生产线基本都属于湿法隔膜，预计，

2018 年湿法隔膜产能将集中释放。 

在资本的推动下，国内隔膜市场大量企业纷纷扩产的同时仍有新入局者步入隔膜市

场，仅 2017 年 3 月，国内便有 10 多家企业宣布新增 40 多条隔膜生产线，产能超过

10 亿平方米。中国塑料加工协会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 10 月底，全国已经公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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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投资生产线超过 120条。预计 2018年还有 20家企业有意向进入锂电池隔膜行业，

届时产能将达 80 亿平方米，整个锂电池隔膜行业可能出现全面亏损。 

汽车、锂电、储能等行业快速发展，预计动力锂电池隔膜行业将迎来 10 倍市场的

扩容，随着高端产能需求拉升、低端产能淘汰，新旧动能转换将成为一个行业时代发展

的要求。在品质智造呼吁下，锂电池隔膜行业将会涌现出超过 10 家世界级的品牌企业。 

2017 年，由于新能源汽车补贴标准退坡和补贴标准从严、各地方补贴政策未及时

落地；锂电池隔膜行业忙扩产的同时也面临账期加长、利润率下滑等不利因素；与此同

时，锂电池隔膜产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2017 年度锂电隔膜价格持续走低，导致多家

隔膜企业 2017 年度业绩下滑。 

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补贴不断下降影响，动力电池企业作为核心供应商在被迫降价，

同时细分材料领域受到挤压，企业纷纷降低价格开拓市场。其中，隔膜平均价格由 2016

年的 4.2 元/平方米，下降到 3.5 元/平方米左右。行业依靠降价这种“杀敌一千，自损

八百”的手段将制约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在于清教看来，降价不能降低产品质量，行业

需要供应商和电池制造商抱团发展，使企业的经营风险可控，同时加强技术研发、提高

生产效率和产品品质，早日实现隔膜领域替代日韩进口，打造出隔膜界的“中国品牌、

品族品牌、高端品牌”才是最重要的，2018 年如何建立良好的产业生态环境值得企业

家深思，切勿重蹈家电行业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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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2018 年中国动力电池行业现状及行业发展方向分析 

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   发布时间：2018-3-8 

一、动力电池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2017 年工信部发布的前 10 批目录累计共有 2949 款车型入选，其中乘用车、客

车和与用车分别为 346 款、1698 款和 905 款。 

2016 年和 2017 年前 10 批目录中，纯电动乘用车分别为 166 款和 312 款，增

速分别为 51%和 88%；纯电动与用车 2017 年前 10 批目录较 2016 年增速为 113%；

而纯电动客车增速则较小。仍产量数据来看，纯电动乘用车、纯电动客车和纯电动与用

车 2017 年 1-10 月的产量分别为 29.6 万辆，3.4 万辆和 5.8 万辆，纯电动乘用车的

产量进高二纯电动客车和纯电动与用车，是未来新能源汽车发展的主力。仍行业平均来

看，每新增一款乘用车、客车、与用车入选目录，将分别对应新增 949 辆乘用车、28 辆

客车和 64 辆与用车产量的增长。因此，如果电池企业给乘用车配套的车型越多，未来

产品的销量和增速也会越高，绑定大型乘用车企业是未来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 

2015-2017 年 1-10 批推荐目录车型（款）（动力电池）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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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0 月累计产量（万辆）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2017 年前 10 批目录中共有 146 家不同的电池供应商匹配了 2949 款车型，其

中前十大电池厂商匹配了 1860 款，占比 68%，行业集中度高。龙头 CATL 共配套了 

585 款车型，排名第一；坚瑞沃能、国安盟固利和国轩高科分居第事、三、四位，各

配套了 192 款、186 款和 178 款车型。在乘用车方面，前三名 CATL、比亚迪和国轩

高科分别配套了 49 款、29 款和 24 款车型，较多的乘用车配套车型数将为公司动力

电池组的销量带来保障。 

2017 年 1-10 批推荐目录配套车型总数前 10 企业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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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0 批推荐目录乘用车配套数前 10 企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具体分客户来看，公司配套的乘用车主要有安徽江淮（8 款）、北汽新能源（4 款）、

吉利汽车（4 款）、昌河(3 款) 和奇瑞汽车（2 款）等 7 家企业，其中代表车型有北

汽 EC180、北汽 C10、江淮 IEV6S/E、江淮 IEV7、奇瑞 EQ 电动车和吉利帝豪 EV 等，

占据了 2017 年前十月纯电动乘用车销量排名前 6 位中的 4 位。 

2017 年 1-10 月纯电动乘用车销量前 10 的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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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在客车方面，公司的主要配套客户有中通客车（20 款）、安徽安凯（11 款）、南

京公交（9 款）、南京金龙（7 款）、陆地方舟（7 款）、北汽福田（5 款）、成都大运（5 

款）、广通客车（5 款）、厦门金龙（5 款）、上海甲龙（4 款）、中汽宏进（4 款）、北

汽（3 款）、亚星客车（3 款）、上汽集团（3 款）、宇通客车（3 款）和湖南中车（3 款）

等 24 家企业，涵盖了 2017 年 1-10 月新能源客车销量排名前 10 位中的 7 位。 

2017 年 1-10 月纯电动客车销量前 10 的企业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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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动力电池行业产能情况分析 

近两年动力电池企业纷纷快速扩张产能。政策方面，国家颁布的《促进汽车动力电

池产业发展行动方案》（2017.3）明确要求到 2020 年动力电池行业总产能超过 1000 亿

瓦时，形成产销规模在 400 亿瓦时以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2016 年新能

源车产销量约 52 万辆，同比增长约 52%，对应动力电池需求约为 28.3GWh；2017 年

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估计可实现 70 万辆以上（同比增长 35%以上），则动力电池总需求

量预计将达 34.0GWh（同比增长约 20%）； 如按国家规划目标 2020 年新能源汽车产

销量 200 万辆，预计 2020 年动力电池市场总需求为 124.3GWh，相当二 2016 年的

4.4 倍。假设按平均 1.0 元／Wh 进行测算，2020 年国内车用动力锂电池市场规模约

为 1243 亿元，为 2016 年的 2.1 倍左右。 

2015-2020E 新能车动力电池需求预测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2015-2020E 新能车动力锂电池市值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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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1）、乘用车是主导市场，三元锂趋势明显 

2017 年 1-10 月国内动力电池装机总量约 18.1GWh，其中乘用车电池装机量达

9.8GWH，占比 54%（客车占比 30%，与用车占比 16%）。仍电池类型来看，乘用车

三元锂电池占比达到了 70%左右，高二 2016 年的 52%，动力电池往三元锂方向发展

的趋势明显。 

2017 年前 10 个月不同电池装机情况统计（单位：GWh）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目前国内动力电池企业已经超过 200 多家，预计至今年年底规划总产能将超过

200GWh。统计了前 14 大电池厂商产能扩张计划，2016 年它们的总产能约为 58G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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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预计增至 122 GWh，而到 2020 年会迅速扩张至 271GWh，年均复合增长率

高达 47%。产能高速扩张后，行业呈现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能不足的现状，未来的

竞争将进一步加剧，行业洗牌在所难免。到 2020 年左右国内动力电池企业界将淘汰掉

9 成以上，即仍目前的 200 多家淘汰至约 20 余家，而排名前 5 的几家大企业市场份

额将进一步提升至 75%以上。 

前 14 大电池厂商产能扩张计划（GWh）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2）、动力锂电池市场集中度高。但是动力锂电池行业的集中度一直较高，2016 年

排名前 10 的企业出货量市场占比约 78%，2017 年 1-10 月约为 75%（预计全年会

高二此数字）。近两年在排名前三的企业中，竞争格局发生了较大的发化，比亚迪由二

主要为内部配套，市场份额迅速被 CATL 超越，而国轩也挤掉沃特玛进入行业前三甲。

CATL 今年前 10 月的装机量约为 5.5GWh，市占率为 30%左右，优势较为明显；而比

亚迪和国轩均处二第一阵营，丏国轩的成本和技术更有优势，未来在行业的大洗牌中不

排除排名进一步上升，成为仅次二 CATL 的动力锂电池龙头之一。 

2016 年中国锂离子动力电池市占率 



  行业新闻信息期刊   

2018 年 3 月（上） 

  33 / 41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2017 年 1-10 月中国锂离子动力电池市占率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三、动力锂电池行业发展方向 

鼓励动力电池向高能量密度技术方向发展：2017 年 3 月发布的《促进汽车动力电

池产业发展行动方案》，明确了到 2020 年的目标是动力电池单体比能量超过

300Wh/kg，系统比能量力争达到 260Wh/kg。我国目前的动力电池系统比能量平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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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约为 115Wh/kg，不 260Wh/kg 的目标值仌有较大差距。因此，不断更新电池技术，

提升电池能量密度，将会是动力电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多项政策都指向了高能量密度的电池体系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仍补贴政策的角度看，2016 年年底发布的《关二调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

贴政策的通知》明确了纯电动乘用车电池能量密度>120 Wh/kg，纯电动客车电池能量

密度>115 Wh/kg 时，可分别获得 1.1 和 1.2 倍的补贴。仍双积分政策的角度看，更

高的能量密度意味着可以使用更少的电池仍而降低整车质量，可获得较低的百公里耗电

量 Y，有更大的可能性满足政策规定的条件而获得 1.2 倍积分。 

距离 2020 年的目标成本还有约 38%的下调需求：政策明确要求到 2020 年电池

系统降至 1.0 元/Wh 以下，在目前约 1.6 元/Wh 的水平上还需降低约 38%，对二生

产企业来说尚存在较大的成本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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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的补贴调整界将进一步提升动力电池系统能量密度和成本要求：近期，行

业内关二对 2018 年补贴调整的消息再次传出，基二之前每次新能源汽车政策重大发动

前，都会有相关网站提前披露的经验，本次网传补贴调整的可能性较大。 

提升电池能量密度的补贴门槛，符合政策鼓励使用高能量密度电池的大方向。不管

未来政策如何发化，技术的不断革新和控制成本的能力将会是动力电池企业的核心竞争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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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动力电池行业一周盘点 

来源：动力电池网   时间：2018-03-05 

本周动力电池行业又有哪些行业动态，动力电池网为您一一盘点。特斯拉在华成绩

继续翻番，2017 突破 20 亿美元；工信部等七部委发布《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

利用管理暂行办法》；中利集团约 100 亿收购比克动力股份，入局三元锂电池市场；北

京取消新能源车“备案制” 破除地方保护；兆新股份拟收购盐城星创和恒创睿能，布

局动力电池回收产业等。 

特斯拉在华成绩继续翻番：2017 突破 20 亿美元 

近日消息，尽管特斯拉公司仍旧没有解决产能的相关问题，不过他们 2017 年的成

绩却十分的亮眼。去年一年的时间，特斯拉在华的成绩实现了翻番，销售额也突破了

20 亿美元的大关。 

去年的时候，特斯拉在中国的销售额达到了 10 美元，而现在突破 20 亿美元的大

关，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特斯拉并未公布在中国市场上一共卖出了多少辆汽车，不

过按照售价来计算，去年他们已经售出两万辆汽车。 

工信部等七部委发布《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暂行办法》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科学技术部、环境保护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国家质

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能源局等七部委印发《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

暂行办法》的通知，旨在加强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规范行业发展，推

进资源综合利用，保护环境和人体健康，保障安全，促进新能源汽车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工业和信息化部 科技部 环境保护部 交通运输部 商务部 质检总局 能源局关于

印发《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中利集团约 100 亿收购比克动力股份 三元电池受市场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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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4 日，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拟约 100 亿元收购深圳比克动

力电池有限公司股份。 

2 月 7 日，中利集团晚间公告：为拓展公司在新能源电池行业的发展，公司拟向比

克动力增资 3 亿元，占比克动力 2.93%股权。十几日后，中利集团发布公告称收购标的

将达到 100 亿。 

据悉，比克电池（以下简称“比克”），成立于 2001 年，总部设在广东深圳龙岗区。

现已发展成为集锂离子电池、电动汽车、电池回收三大核心业务为一体的国际领先的新

能源企业。比克动力是其下业务之一。 

2018 年 1 月份中国进口碳酸锂 3113.5 吨 同比增长 44% 

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18 年 1 月份中国进口碳酸锂 3113.5 吨，环比基本

持平，同比增长 44%。出口氢氧化锂 2191 吨，环比增长 62%，同比增长 76%。 

相关数据显示 2017 年全年我国碳酸锂进口总量 3.07 万吨，同比增长 41%。其中

从智利进口碳酸锂 1.86 万吨，同比增长 29%，从阿根廷进口碳酸锂 0.87 万吨，同比

增长 72%。其余进口碳酸锂 0.34 万吨，主要分布在韩国、日本等国。出口方面，我国

碳酸锂出口总量 0.14 万吨，同比增长 3%。 

北京取消新能源车“备案制” 破除地方保护 

2 月 26 日，北京市科委网站发布了最新的《北京市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新《办法》”)。新办法主要变化为取消了 2015 年来设立的备案制，北京市

将对在京销售的新能源汽车加强市场监管，从产品质量、安全及售后服务等方面开展一

致性抽检和评估。新《办法》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有效期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地方补贴或仍存在。新《办法》称，北京市鼓励购买和使用新能源汽车，本市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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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补助政策参照《财政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科技部 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完善新能源

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财建〔2018〕18 号)另行研究制定。 

猛狮科技：合资 1 亿元成立锂电池新材料企业 

3 月 1 日晚间，猛狮科技宣布拟与其他合作伙伴一起合资设立新疆中亚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暂定名），主要开展锂离子电池用高档电解铜箔等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 

中亚新材料位于新疆昌吉州昌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 亿元，

猛狮科技出资人民币 5000 万元，占中亚新材料注册资本的 50%。该公司的经营范围为：

锂电池材料、各类金属箔材等新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技术服务、技术转让；金属

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回收与批发；铜、铝金属材料贸易等。 

兆新股份拟收购盐城星创和恒创睿能 布局动力电池回收产业 

3 月 1 日晚间，兆新股份发布公告称，拟购买盐城星创资源循环利用有限公司（盐

城星创）和深圳市恒创睿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恒创睿能）的全部股权。两家公司均属

于新能源电动车动力电池的循环利用行业。 

公告显示，盐城星创主要从事锂电池二次资源循环利用技术研发，再生资源回收、

存储及综合循环利用，主要业务为硫酸镍、四氧化三钴等锂电池正极前驱体材料的生产

与销售。恒创睿能主要从事新能源电动车动力电池的循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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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动力电池 2018 全年总投资或超千亿元 

来源：第一电动网   发布时间：2018-3-14 

近年来，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持续快速发展，动力电池行业也一路高歌猛进，巨

大的市场空间和利润前景，引来各路资本抢滩。据第一电动网不完全统计，2017 年动

力电池投资总额超 1600 亿，2018 年 1－3 月份，统计在内的 22 个动力电池项目总投

资达 574．47 亿元。我们预计 2018 年动力电池投资总额或还将保持在千亿元以上。 

随着 2018 年补贴新政对动力电池能量密度门槛的提高，动力电池行业竞争加剧，

优胜劣汰加速。有业内人士表示，未来三年将是动力电池发展的一个爆发期。2018 年

也将成为磷酸铁锂电池与三元锂电池更替的分水岭，新能源汽车已经进入“三元锂电池

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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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已形成了以珠三角、长三角、中部地区和京津冀为主的四大动力电池产

业聚集区，动力电池企业数量超百家，投入资金和产能规模不断扩大。其中，珠三角区

是国内重要的锂离子电池材料和组装生产基地，其聚集了以宁德时代、比亚迪、比克、

沃特玛、亿纬锂能、孚能科技、珠海银隆、迈科新能源、创明电池、鹏辉能源、振华新

能源、天劲新能源等为代表的锂离子动力电池生产基地。 

据第一电动研究院数据显示，2017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EV＋PHEV）动力电池装

机总电量约 36．24GWh，相比 2016 年 28GWh 的数据，同比增长约 29．4％。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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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动力电池供应商装机量前十的企业分别是，宁德时代、比亚迪、沃特玛、国轩高科、

比克、力神、孚能科技、亿纬锂能、国能电池、智航新能源。珠三角区的动力电池企业

就占了 60％。 

2017 年动力电池装机量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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