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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汽车
（资料来源：摘自2022年1月工信部汽车工业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

2021年总结
2021年，适逢“两个百年”历史交汇期和“十四五”开

局之年，汽车行业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在工信部等政府业务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在全行业
的共同努力下，面对芯片短缺、原材料价格持续高位等不利
影响因素，迎难而上，主动作为，全年汽车产销呈现稳中有
增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发展韧性和发展动力。特别
是新能源汽车成为最大亮点，已经从政策驱动转向市场拉
动新发展阶段，呈现出市场规模、发展质量双提升的良好
发展局面，为“十四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一、汽车产销稳中有增
2021年，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08万辆和2,627万辆，同

比分别增长3.4％和3.8％，结束了2018年以来连续三年的下

降局面。从全年汽车销量情况来看，一季度由于上年同期基

数较低，汽车市场同比呈现快速增长，二季度增速有所放

缓，三季度受芯片供给不足影响最大，出现较大幅度下降，

四季度明显恢复，好于预期，确保了全年稳中有增的良好发

展态势。

我国汽车产销量已经连续13年位居全球第一，并在“电

动化、网联化、智能化”方面取得巨大的进步。我国作为汽车

大国的地位进一步巩固，正向汽车强国迈进。

二、乘用车市场继续保持2,000万辆以上规模
2021年,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2,140万辆和2,148万辆，同

比分别增长7.1％和6.5％，增幅高于行业整体增速3.7和2.7个

百分点。在国内强大的消费市场促进下，我国乘用车市场连

续七年超过2,000万辆。

从细分车型来看，轿车产销分别完成990万辆和993万

辆，同比分别增长7.8％和7.1％；SUV产销分别完成1,003万辆

和1,010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6.8％；MPV产销分别完

成107万辆和105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1％和0.1％；交叉型乘

用车产销双双完成39万辆，同比分别增长0.6％和0.8％。

伴随居民收入水平的逐步提高，我国汽车市场呈现明显

的消费升级趋势。2021年，高端品牌乘用车销售347万辆，同

比增长20.7％，高于乘用车增速14.2个百分点，占乘用车销售

总量的16.2％，占比高于上年1.9个百分点。

三、商用车产销有所下降
2021年，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467万辆和479万辆，同比

下降10.7％和6.6％。从全年商用车走势看，一季度由于上年

同期基数较低，产销呈现大幅增长，二季度开始销量同比下

降，下半年下降趋势更加明显。

从细分车型来看，客车有所回升，货车呈现一定下降。

全年客车产销双双完成50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2.2％和

12.6％；货车产销分别完成416万辆和428万辆，同比分别下

降12.8％和8.5％。

四、新能源汽车产销超过350万辆
2021年，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354万辆和352万辆，

同比均增长1.6倍，市场占有率达到13.4％，高于上年8个百分

点。其中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94万辆和291万辆，同比

分别增长1.7倍和1.6倍；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双双完成

60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3倍和1.4倍；燃料电池汽车产销完

成0.2万辆，同比呈现增长。

从新能源汽车走势情况来看，全年保持了产销两旺的

发展局面，3月份开始月销量超过20万辆，8月份超过30万

辆，11月份超过40万辆，12月份超过53万辆，表现出持续增

长势头。

五、中国品牌乘用车市场份额明显提升
2 0 21年，中国品牌乘用车销售954万辆，同比增长

23.1％，占乘用车销售总量的44.4％，接近历年最好水平，

占有率比上年提升6个百分点。其中中国品牌新能源乘用车

销售247万辆，同比增长1.7倍，占新能源乘用车销售总量的

74.3％。

六、重点企业集团市场集中度保持平稳
2021年，汽车销量排名前十位的企业集团销量合计为

2,262万辆，同比增长1.7％，占汽车销售总量的86.1％，低于上

年同期1.8个百分点。新造车企业在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

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在细分市场上有所表现。2021年，

新造车企业共销售汽车94万辆，同比增长2.2倍，市场占有率

为3.6％，比上年提高2.4个百分点。

七、汽车出口创历史新高
按照整车企业出口统计口径，2021年，汽车出口201万

辆，同比增长1倍，占汽车销售总量的比重为7.7％，比上年提

升3.7个百分点。我国汽车出口首次超过200万辆，实现了多年

来一直徘徊在100万辆左右的突破。

从细分车型来看，乘用车出口161万辆，同比增长1.1倍；

商用车出口40万辆，同比增长70.7％。

值得关注的是，新能源汽车出口表现突出，新能源汽车

出口31万辆，同比增长3倍。

八、重点企业经济效益主要指标保持增长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2021年1月-11月，汽车工业

重点企业（集团）经济运行平稳，累计完成营业收入3.6万亿

元，同比增长1.7％；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3.1万亿元，同比增

长1.1％；累计实现利税总额4,350.3亿元，同比增长0.4％。

总的来看，2021年在国内宏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持续恢

复的背景下，汽车行业发展韧性继续保持。作为国民经济重

要的支柱产业，汽车行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变局

之下的汽车行业近年来总体保持稳定发展，对宏观经济稳

中向好的发展态势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也要看到，当前

汽车芯片短缺虽逐渐缓解，但供应仍显紧张，保持汽车产销

稳定增长依然需要全行业共同努力。未来，在“电动化、网

联化、智能化”促进下，汽车行业将继续积极拥抱新一轮科

技革命，坚持创新驱动，加快融入新发展格局，成为推动全

球汽车行业转型升级的领跑者，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做出

汽车行业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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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预期
2022年我国汽车总销量预计达到2,750万辆，同比增长

5％左右。其中，乘用车为2,300万辆，同比增长7％；商用车为

450万辆，同比下降6％；新能源汽车将达到500万辆，同比增

长42％，市场占有率有望超过18％。关于利好因素，可归结为

以下五个方面：

一、我国宏观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保障 
　  了汽车市场持续增长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2022年的经济工作要

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稳定的经济环境，将有力的保障我国

汽车消费的持续增长。

二、汽车市场潜力巨大，需求依然旺盛
随着供给侧不断改革深化，我国汽车产销将保持持续

增长。特别是在国家汽车产业政策的引领下，产业新技术不

断突破，产品较好满足了消费者日益增长的需求，消费者对

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的接受度不断提高，新能源汽车产业

化快速发展，共同推动了汽车市场的发展。

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由新冠肺炎疫情带来 
　   的市场影响逐渐减弱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

施持续优化，应对方案不断成熟、应对措施更加精准，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新冠肺炎疫情波动对我国经济

活动的影响逐渐降低，对汽车市场的影响将进一步减小。

四、伴随芯片短缺逐渐缓解，汽车供给能力将进一步 
　  得到释放

随着芯片市场调节机制逐步发挥作用，以及在政府、主

机厂和芯片供应商的共同努力下，供应短缺正逐渐缓解。届

时，汽车供给能力的释放，将成为2022年汽车市场增长的积

极因素。

五、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旺盛，进一步推动汽车消费 
　  稳定增长

从中长期来看，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的加持、商业模式的

创新，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新能源汽车的普及，尤其是“双

碳”目标的实施，更加速了转型的进度，到2025年新能源汽

车占比的规划目标很可能提前实现，这一切将有效支撑2022

年国内汽车市场保持增长的态势。

＜建议＞
1. 《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CAFE）与新能

源汽车（NEV）积分并行管理办法》（双积分
政策）

1)总体情况
①-为达成“2060年碳中和”目标，预计各领域将会

开展相应的二氧化碳减排活动。我们担心政府各
部门会各自为政，自行采取措施，从而形成重复
监管。在汽车行业，考虑到现行的燃油消耗管控
措施已经具有较为显著的二氧化碳减排效果，希
望能够研究未来是否真有必要出台单独的二氧
化碳管控政策。如果经过论证，认为有必要另行

出台二氧化碳管控政策，则希望尽快就汽车行业
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管理对象范围（例如WtT、
车辆制造、材料生产等，具体包括哪些部分）、主
管部门等事项进行梳理并加以明确。

②-希望引入从政府购买积分（罚款）的制度或者
“积分池”制度，便于企业抵偿负积分。希望在
引入积分池制度时，能够提供所需的正积分数
量，确保正积分不足的企业能够以合理的购买价
格抵偿负积分。

③-与电动汽车一样，混合动力汽车也有助于二氧化
碳减排。因此，我们希望CAFC和双积分政策在
2021年度至2023年度对低油耗汽车实施的优惠
政策，在2024年以后依然能够延续，且不设置更
加严格的要求。

④-希望依据政府制定的“2025年新能源汽车销售占
比达到20％”的目标，测算2024年以后新能源汽
车产量比例要求或者单车可获得的分值，制定合
理可行的达标水平。

2)CAFC（GB27999：第5阶段企业平均油耗
标准）

①-将新能源车的电耗按0折算为油耗的优惠政策已
确定实施到2025年，但为了促进新能源汽车的普
及，希望2026年及以后继续实施该项政策，至少
实施到2030年。

②-循环外技术减免额度制度可以有效地促进节能
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我们认为该制度既有利于降
低油耗和电耗，也有助于实现国家双碳目标，因
此希望将其确立为长期制度，将更多的节能技术
项目纳入进来。希望在2021年以后延续2020年的
做法，给予循环外技术减免额度的优惠。

2.数据安全相关规定
①对于《汽车数据安全管理若干规定（试行）》

《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征求意见稿)》《信息
安全技术汽车采集数据的安全要求(征求意见
稿)》等相关规定，征求意见的时间不够充分，企
业难以做好充分的合规准备。希望充分听取汽车
行业的意见，将实际情况反映到规定中，并在规
定施行前预留适当的过渡期。

②-如果《汽车数据安全管理若干规定》的适用对象
是数量庞大的已售车辆，则企业难以应对，并且
需要时间。希望该规定暂时仅为“试行”，经过适
当的过渡期后再正式实施，并发挥法律效力。

③-作为《汽车数据安全管理若干规定》的实施细
则，《信息安全技术-汽车采集数据的安全要求》
已公开征求意见。该征求意见稿的限制措施比
《汽车数据安全管理若干规定》更加严格，例
如：就传输座舱数据设定严格的要求；车外数
据、位置轨迹数据保存时间不应超过14天；禁止
数据出境等。希望允许车企按照《汽车数据安全
管理若干规定》的要求，进行不违反个人信息保
护和公共利益保护的数据处理等，以便汽车制造
商提供更安全、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④-相关法规之间存在要求不一致的情况。并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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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定义和目的不明确的情况，导致企业难以应
对。希望在发布规定前，统一相关规定的要求，
明确定义和目的。

⑤-希望在发布规定前，提前为汽车行业安排说明
会，并明确遇到疑问时的应对办法和咨询窗口。

⑥-对于信誉良好的企业，希望根据其开发和服务目
的等设立相关制度，允许企业申请和适用特别规
定，放宽对企业的要求。

3. CCC认证
①-用户购买汽车后，在保养时使用少量的进口零部

件，也需要取得CCC认证，这样不仅增加成本，也
耗费时间，影响厂商的处理速度，使其无法迅速
对用户的车辆故障进行修理。希望简化汽车维修
零部件CCC认证手续。

②-汽车制造商在申请CCC认证时，需要提交零部件
认证证书（包括CCC认证和自愿性认证），但由于
各CCC认证机构颁发的零部件认证证书的有效
性不能互认，因此会出现重复提交零部件报告和
相关技术参数的情况。为了避免重复性手续，希
望各CCC认证机构的零部件认证证书的有效性
能够实现互认。

4. GB/T（推荐性国家标准）
①-GB/T本身不具有强制力，属于推荐性标准，但却被

《机动车辆类（汽车产品）强制性认证实施规则》
引用，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强制。GB/T本是作为推
荐性标准而制定的，然而在对《机动车辆类（汽车
产品）强制性认证实施规则》进行审议时却突然
被引用，导致企业在没有获得充足准备时间的情
况下便被強制要求执行。希望在标准的制定阶段
就明确其应用属性（强制性or推荐性），不因实施
认证而改变其属性，并以此为前提来制定标准。

②-在CCC认证制度中引用GB/T时，希望根据WTO/
TBT协定进行TBT通报，并考虑成员国的意见。
许多情况下，企业研发汽车产品时需要满足有关
要求，或者需要为获得认证做准备，因此希望在
认证制度方面为新型车辆/在产车辆都预留适当
的过渡期。

5. 购置税减税政策和补贴政策
①-中国市场与其他市场相比，购买车辆时的税负较

重，而且购置税减税政策自2019年（1.6L以下排
量乘用车的购置税减税政策已自2018年起废止）
起已经废止。为了维护市场的稳定发展，希望考
虑实施长久的减税政策。

②-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和购置税减税政策预计将
于2022年底结束，由于新能源汽车与燃油车存在
成本差异，因此希望将该政策延长至2023年以
后，以促进新能源汽车的推广普及。

6. 提高召回执行率的法规和措施
①-2020年推荐性国家标准《缺陷汽车产品召回过程

追溯系统技术要求》的征求意见稿仅涉及2018年
以后的召回情况，希望能涵盖2018年以前的召回
情况。

②-2021年实施的《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项目和方
法》（GB-38900-2020）第6.1条规定，“发现送检
机动车达到召回计划实施周期而未实施召回的，
应提醒机动车所有人及时进行召回处置”。但
是，该条规定目前尚未正式执行，希望从国家层
面推动尽快在全国范围内执行。

③-为了稳步推进产品召回，希望引入其他国家（日
本、美国（部分地区）、德国、瑞士等）实施的制
度，例如停止年检、取消公路行驶许可。

④-2021年11月实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十三条
第（四）项规定，“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
者紧急情况下为保护自然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
全所必需”，个人信息处理者可以处理个人信息。
我们希望按照该规定引入相关制度，在通知召回
对象车辆所有人时，向制造商提供必要的个人信
息，或者由个人信息处理者向适用对象发送召回
通知。

7. 针对2017年公布的《汽车销售管理办法》
　对于原厂配件的质量相当配件，目前尚不能明确

是由哪个国家机关基于何种标准将市售通用配
件定义为性能和质量达到原厂配件。希望明确标
准，确保管理的透明性。

8. 针对摩托车的城市限行规定
　大多数城市以交通安全或环境保护为理由限制

摩托车上牌及行驶。摩托车既节能又节省空间，
是适合城市出行的交通工具，限制摩托车是不合
理的规定，希望撤销或放宽对摩托车的限制。

9. 《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中有关摩托车使
用年限为13年的规定

　由于技术的进步，两轮摩托车产品的性能和质
量都比过去有所提高，因此13年的使用年限与
实际情况不符。强制报废尚可使用的产品还会
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鉴于汽车的使用年限曾
经也被修改过，希望也能取消或放宽对两轮摩
托车的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