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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报之新能源汽车市场———

□本报见习记者谢璧徽 赖伊婷

新能源汽车受上班族青睐，

成女性出行“神器”

家住桂林市区的黄庭瀚每天上下班都要往
返于东安街和临桂新区之间，他本打算买一台
摩托车作为自己的代步工具，但在同事的推荐
下，于 2018 年 5 月花费 5 .6 万元购买了一辆
宝骏 E100 新能源汽车。“骑摩托车如果遇到
下雨天，或者在夏天最热的时候出行，就会很
不方便。而身边的同事开燃油车上班，一天需
要花费 30 元的油钱。相比之下，开新能源汽
车既可以解决下雨天避雨困难和天气炎热的问
题，又省去了不少油费，充满电后车子的续航
里程够我往返家里和单位 4 次了，车子体积
小停车也很方便。这样看来，它的性价比是很
高的。”

在开新能源汽车一年多的时间里，黄庭瀚
每个月在电费上的开销都不到 10 元。“我凭
新能源汽车证去供电局申请安装了汽车充电的
独立电表单独计价，可享电费半价优惠。此
外，我还享受到了里程补贴和停车补贴，比如
8 月 13 日这天我开车跑了 26 公里拿到了 1 . 3
元补贴。这些补贴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我充电
的费用。”

除了作为私人上班用车，新能源汽车也颇
受网约车司机的欢迎，新能源汽车在运营成本
上的节约是非常明显的。韦师傅开燃油车时，
每开 1 公里就要花费将近 1 元的油钱，运营一
天的燃油费成本在 130 元左右；现在他把燃
油车换成了比亚迪新能源汽车，每跑 1 公里电
费花费不到 1 毛钱。如果电量快不够了，韦师
傅就把车开到离自己最近的充电站充上一小时
的电。同时利用这个时间找地方休息，以提高
自己的工作效率。

记者来到市车辆管理所外的一家专卖新能
源汽车的 4S 店。据该店的销售人员介绍，消
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可享受到不同程度的优
惠。以店内主打的一款新能源汽车为例，原价
19 万元的车在厂家给予一定补贴后，顾客只
需花费 9 . 39 万元即可买回家，选择贷款的消
费者还可享受两年内贷款免息的政策。此外，
记者通过走访多家销售新能源汽车的 4S 店发
现，目前新能源车吸引的顾客群体以上班族为
主，年龄段主要为 20 — 40 岁，女性消费者
占比 60% — 70% 。

网约车司机李涛于 2018 年帮妻子购买了
一台宝骏 E100 作为上班的交通工具，“我妻
子是新手，不敢开体积较大的车子，平时只能
骑电动单车去上班，路程比较远，尤其是大夏
天要顶着烈日骑行半小时，非常辛苦。所以我
们就购买了这辆车，价格不到 5 万元，既方
便她上下班，也可作为家里的第二台车使
用。”同样，在事业单位上班的张先生也购买
了一台新能源汽车作为通勤工具。不仅享受新
能源汽车的各项补贴和推广政策，张先生上班
地方还有免费的新能源汽车充电站，对他来说

既方便又省钱。
近日，记者在市中心

阳桥头观察到： 15 分钟
内，就有 8 辆新能源汽车
驶过。越来越多的桂林市
民选择新能源汽车出
行，一方面是新能源车
的价格较实惠，电费成
本相比燃油车的油费成
本便宜许多，因此成为
了很多上班族的首选
代步工具；另一方
面，新能源汽车因舒
适性高、操作简便、
易上手而备受女性消

费者喜爱。

政策支持为消费者解忧，新

能源汽车销量快速增长

8 月 16 日，记者来到宝骏新能源车体验
服务中心，刚好遇到了到店体验的李梦莹。她
告诉记者，她从去年起就有了购买新能源汽车
代步的意向，但对这类汽车在充电、续航、电
池寿命等方面的问题还有所担忧，所以一直处
于观望状态，迟迟没有入手。

李梦莹说：“这大半年，能明显看到街上
跑的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多，身边的好几个朋友
也新入了新能源汽车，整体评价都还不错，我
更心动了。再加上听说政府补贴政策变了，以
后新能源汽车的价格可能要上涨，我就坐不住
了。今天正好有时间，想亲自过来咨询体验一
下。感觉好的话，就决定买了。”

随后，在店里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李梦莹
驾驶新能源汽车试跑了几圈。“比起燃油车，
新能源汽车的操作的确要简便很多，像我这样
的‘菜鸟’司机很快就上手了。驾驶过程中也
感觉比较平稳舒适。”试驾结束后，李梦莹开
心地说。

宝骏新能源车体验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
示，来店里咨询了解的意向顾客，很大一部分
都和李梦莹一样，在“充电”“续航”“安
全”“售后”这几方面存在疑虑和担忧，但通
过进一步的了解和亲自感受，他们很多人会转
变原来的观念和看法。据他介绍，目前宝骏已
经在桂林市场共投放了 600 多台专门用于试
驾的新能源汽车，可供意向顾客进行为期 15
天的体验。从 2017 年至今，已有 12000 多位
意向顾客进行了体验。

“去年我们一年的销量大约是 3000 台，
而今年上半年就已经达到了 2000 多台。我觉
得新能源汽车在桂林市场销售量的快速增长，
有企业的努力，也得益于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大
力推广，来共同消除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焦
虑和误解。”宝骏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说。

在消费者普遍关心的充电问题上，记者了
解到，商家不但会为每位购买新能源汽车的消
费者上门免费安装供私人使用的家用充电桩，
同时在政府的帮助下，市区内也设立了多个公
共充电站，消费者可以通过相关 APP 查询附
近充电站具体位置，需要时即可前往进行充
电。

随后，记者走访了市工信局、车辆管理所
等政府相关部门。

“近年来，国家大力支持新能源汽车的发
展，在新能源汽车的推广方面出台了非常多的
政策，包括给予购置补贴、推广补贴、运营补
贴、基础设施补贴等多项政策补贴。例如，商

家每售出一辆新能源汽车可获得相应的补贴，
在 2020 年之前可免除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和车
船税，新能源汽车车主能在公共充电桩免费充
电等。桂林市也根据要求在一步步推进和落实
相关政策，汽车生产企业和消费者切实地享受
到了政策优惠，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新能源
汽车的生产和消费。”市工信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

记者从桂林市车辆管理所也了解到，政府
为新能源汽车上牌开设辟了绿色通道，可为新
能源汽车车主免费优先办理。一辆新购买的新
能源车开到车管所后，从打包、对车子的一致
性进行查验，到牌证大厅进行业务办理，领取
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和临时牌，最快半小
时即可办完所有程序。

政府和企业所提供的双重优惠政策支持，
以及桂林市不断改进完善的售后保障和配套基
础设施建设，都使得众多的潜在消费者对新能
源汽车从“观望”转为了“认可”，进而决定
购买，这极大促进了桂林市新能源汽车销售量
的增长。

“后补贴”时代，新能源汽

车提质降本是关键

近年来，为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政府在
生产、购车、使用领域都赋予了新能源汽车众
多特权，如各项补贴、免购置税、优先办理车
牌等。

“在推广新能源汽车的工作中，首要的就
是落实国家下发的各项政策。今年 3 月，财
政部、工信部、科技部和发改委等四部门联合
发布《进一步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
贴政策的通知》，明确 2019 年新能源汽车补
贴标准将在 2018 年基础上平均退坡 50% ，
到 2020 年底前退坡到位。”市工信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

据了解，从 2019 年 3 月 26 日至 6 月 25
日为补贴退坡过渡期，过渡期后地方将不再对
新能源汽车(新能源公交车和燃料电池汽车除
外)给予购置补贴。

桂林新能源汽车销量的快速增长与补贴
政策密不可分。购置补贴退出后，新能源车
企自然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新能源汽车
会不会因此涨价成为消费者关注的焦点。针
对这一问题，记者调查发现，目前桂林市新
能源汽车销售价格暂时还没有上涨，大多数
新能源汽车品牌仍然保持着补贴过渡期的优
惠。

宝骏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国家
购置补贴取消后，我们现在是厂家自掏腰包
来承担过渡期和之后的差价，不同的车型补
贴的价格也不一样，让消费者买车的价格与

之前持平。因此，销售量暂时没有受到影
响。但优惠能保持多久不好说。毕竟新能
源汽车本身利润较低，我们走的是薄利多
销的路线，未来车价会不会上涨还是要视
具体市场情况而定。”

面对补贴逐步退出的大形势，车企、消
费者和一些汽车发烧友对于新能源汽车未来
的发展方向表达了各自的看法。

记者从某中高端汽车品牌销售商处获
知，该品牌即将有两款纯电动新能源汽车上
市推广。该品牌市场部相关负责人认为，桂
林新能源汽车销售市场仍有巨大的潜力和前
景，关键在于企业要找准定位，切实关注消
费者的需求，综合考虑里程、续航、安全及
经济性等问题，生产出质量过硬的产品。过
去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
于政策的驱动，而在“后补贴”时代，新能
源汽车要真正地去拥抱市场。

记者在与多位新能源汽车潜在消费者的
交谈中也了解到，销售价格虽然是影响他们
购买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却已经不是唯一
决定性因素。 8 月 16 日，《 2019 年新能
源汽车消费市场研究报告》发布。报告显
示，消费者关注的首要因素是电池，其次是
对品牌的认同程度。

正处于观望状态的蒋伟羽和妻子目前关
心的是商家所宣传的续航里程是否符合实
际、电池寿命长短、停车和行驶是否方便。
“汽车的续航里程与湿度、温度、是否开空
调、运行速度和路途是否顺畅有关。加上最
近看到几个关于新能源汽车自燃的报道，安
全问题也是我们着重考虑的焦点。”他们表
示。

当车价可能不再是“诱人”的决定性因
素时，如何在“后补贴”时代生产出质量过
硬的产品、提升服务质量成为了车企需沉下
心思考的新的方向。一些汽车发烧友认为，
随着补贴退坡等政策的变化，新能源汽车产
业链各环节将要经历一次“大洗牌”。政策
的改变不是新能源汽车的末日，而是一个新
的开始。

“以往，在补贴政策的支持下，新能源
汽车迅速成长，街上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多。
但正因如此，这一产业也出现了许多不确定
性，续航能否达到期望值、电池技术是否过
硬成为许多消费者担忧的问题。目前新能源
汽车产业已经进入淘汰赛，依赖于普惠红利
和各类补贴的车企终将会在这场比赛中出
局，那些尊重市场规律、不断适应用户需
求、提高产品性能、引领汽车转型升级、从
追求数量转向追求高质量发展的车企，才能
使新能源汽车这一新兴产业走得更加长远，
更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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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前一天晚上给车充上电，即可通勤 3 — 4 天，行驶 100 公里的电

费只相当于一碗米粉的价钱，看起来与传统燃油车截然不同的出行方式，正

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新能源汽车这一新兴产业。近年来，伴随着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在加速发展，政府也实施多项

政策，鼓励消费者购买使用新能源车，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这种绿色环保的通

勤工具。

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从限上商品零售额数据来看，今年上半年，

全市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同比增长 145 .1% ，增幅排名第二。为何新能源汽车

走俏桂林市场？新一轮政策出台后新能源汽车市场应如何发展？日前，记者

展开了相关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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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能源
汽车充电站。

见习记者
赖伊婷 摄

▲正在使用公共充电桩充电的新能源汽车。 见习记者谢璧徽 摄

市中心阳桥头驶过一辆挂绿
色牌照的新能源汽车。

见习记者谢璧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