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近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在

车市传统的销售旺季里，国内新能源汽车却延续了自 7月份

以来的销量大幅下降趋势，照此趋势，国内新能源汽车行业要

想实现今年年初制定的全年销售 160万辆的目标几乎不太可

能。然而，专家表示，虽然国内新能源汽车行业出现了暂时的

不景气，但发展前景依然很好，不应自乱阵脚，要坚持以纯电

动化为核心的线路不动摇。据预测，明年国内新能源汽车市

场或将迎来大发展。

销量三连降

数据显示，今年 9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8.9 万辆

和8万辆，同比分别下降29.9%和34.2%。其中，纯电动汽车产

销分别完成7.4万辆和6.3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26.1%和

33.1%。

“今年，新能源汽车市场的走势从前几年简单的年初前低

后高走势，逐步演变成补贴驱动下的波浪走势。”全国乘用车

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介绍，从乘联会发布的零售数

据看，9 月份新能源汽车的零售走势稍低于 8 月份，呈现 7-9
月走势相对疲软的特征。“这是历年少见的 9月环比下降的特

征。”

乘联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9月，新能源乘用车批发销

量 6.5万辆，同比下降 33.4%，环比 8月下降 8%。其中，纯电动

乘用车批发增速同比下降31%，环比下降12%。

据了解，自今年 7月开始，国内新能源汽车整体销量增速

持续下降。7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8.4万辆和 8万

辆，同比分别下降 6.9%和 4.7%。其中，纯电动汽车生产完成

6.5 万辆，同比下降 4.8%。8 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8.7万辆和8.5万辆，同比分别下降12.1%和15.8%。其中，纯电

动汽车生销售完成6.9万辆，同比下降6%。

当时，中汽协秘书长助理陈士华就表示，新能源汽车销量

大幅下滑与政策调整有很大关系。“今年，新能源汽车补贴退

坡对市场的影响最大，并且很可能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仍

将持续影响新能源汽车市场。”

持续走低的销量也让中汽协对新能源汽车能否达成年初

定下“160万辆”的预期信心不足。“今年年初定下的 160万辆

的销量目标几乎不可能完成。”中汽协副秘书长师建华说，中

汽协预测 2019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将达到 160万辆，在新能源

补贴退坡后，中汽协把销量目标降至 150万辆，然而 1-9月份

仅完成年销量目标的58%（87.2万辆）。

销量疲软的背后

“受补贴大幅退坡影响，消费动能仍处于不足状态。”中汽

协秘书长助理许海东表示，9月份新能源汽车销量大幅下降的

原因是由于国内不少区域提前实施了国六排放标准，导致部

分优惠较大的国五排放标准燃油车型减少了原本属于新能源

汽车的客户群体。同时，由于补贴退坡后，部分汽车企业亏损

进一步加大，导致生产新能源汽车的积极性降低，并未真正把

精力放在新能源汽车领域。

在业内看来，上述原因也是造成新能源汽车七八月份销

量走低的重要因素。

今年 3月，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国家发改委

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

策的通知》，明确了 2019 年新能源汽车补贴标准及清算方

式。与此前的补贴标准相比，此次纯电动乘用车补贴降低

47%-60%，新能源客车补贴降低 50%-55%，新能源专用车补

贴降低 46%-59%。而政策设置的过渡期截止于 6 月 25 日。

而这也透支了新能源汽车接下来数月的部分销量，被认为是

造成新能源汽车7月销量下降的重要因素之一。

7月 1日，占国内汽车总销量近 70%的京津冀、长三角、珠

三角等区域实施国六排放标准。为消化国五排放标准车型的

高库存压力，不少汽车企业和经销商纷纷加大优惠力度，抢占

了新能源汽车的潜在客户群体。

专家表示，在 9月车市环比增长的情况下，新能源汽车销

量却出现与此前截然不同的下降，除了补贴退坡与国六排放

标准“上路”的影响外，新能源汽车保值率低也是一个不容忽

视的因素。

“保值率偏低是影响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尤其是电动

汽车的较大顾虑。”在崔东树看来，新能源汽车保值率低是多

方因素的结果。例如，传统燃油汽车的正常使用寿命约为 15
年，其中大部分总成部件都与整车寿命相同。而新能源汽车

的电池寿命与充放电次数有关，目前来看其寿命在 10 年以

内，导致新能源汽车的保值率相对较低。此外，由于各家汽车

企业在新能源汽车方面的技术差异较大，导致部分产品出现

可靠性、综合品质差等问题，也对新能源汽车整体的保值率有

不利影响。

前景依然可期

虽然新能源汽车特别是纯电动车型销量出现三连降，但

专家表示，就未来发展趋势而言，我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依然

前景光明。

“近年来，我国发展新能源汽车特别是电动汽车成绩斐

然，并建立了先发优势。虽然近期出现了一些波折，但不应丢

掉信心。”崔东树坦言，随着先发优势的时间延续，一些问题也

逐步显现，尤其是安全事故、补贴退坡等问题，给正在蓬勃发

展的新能源汽车蒙上一层阴影，目前仍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

决。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整体处于由政策主导向市场

主导的成长过渡期，随着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坡，新能源汽车在

今年的发展极其艰难，但未来发展潜力仍是巨大。

“政策支持新能源汽车体现了产业前瞻性，意义重大。”在

崔东树看来，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特别是电动汽车的意义主

要有四点：第一，保障能源安全。交通领域若实现了全面电动

化，对外石油依赖度将大大降低。第二，缓解环保压力。要想

打赢蓝天保卫战，汽车的全面电动化是必经之路。第三，我国

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电动化和智能化都是

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而智能化的前提是电动化。第四，汽车

行业的全面电动化及向智能化，将推动我国高端科技产业和

高端制造业的崛起，助力经济结构升级。

“不应为短期的问题压力而自乱阵脚，未来新能源汽车的

发展仍会很好。经过今年下半年的增速换挡后，明年新能源

汽车行业的总量增长会更强。”崔东树说。

行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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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销量下滑 破局关键在哪？ 2019 GIS 软件技术大会

聚焦人工智能GIS技术

本报讯 （记者 李争粉） 10月30日，以“地理智

慧 深度进化”为主题的 2019 GIS 软件技术大会在北

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电子政务专家委

员会委员王钦敏在出席大会时表示，中国的数字化进

程正在全面展开，地理空间信息技术不但在国家经济

社会建设和自然资源管理中不可或缺，而且是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的基础性技术支

撑。地理信息系统（GIS）基础软件是地理信息软件产

业的技术制高点。GIS基础软件技术复杂度高，技术

创新难度高、投入大。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强

烈，加强GIS基础软件建设势在必行。

自然资源部副部长王广华在讲话中谈到，作为数

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地理信息技术与大数据、物

联网、人工智能以及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融

合，拥有巨大潜力和空间，必将激发地理信息产业新

的生命力。自然资源部将进一步加强和促进地理信

息产业相关领域的发展，加大对自主品牌研发的支

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供给测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多措并举推动地理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工程院院士、深圳大学智慧城市研究院院长

郭仁忠表示，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地理信

息的应用从地理测绘圈走入了公众的生活以及更加

广阔的领域。我们应采取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策

略，携起手来，共同攻克地理信息领域的一道道技术

关卡，拥抱智慧城市、数字中国、智慧社会。

华为、超图以及阿里、超图在会上都进行了产品

合作发布。其中，华为、超图合作发布 SuperMap GIS
基础软件与华为沃土数字平台集成，以及 SuperMap
GIS与华为高斯数据库、欧拉操作系统、鲲鹏CPU、泰

山服务器通过互相兼容认证等。

阿里、超图也在会上举行产品合作发布。超图软

件 SuperMap GIS 与阿里巴巴新一代自研数据库 PO⁃
LARDB 深度对接融合，完成兼容性认证，构建自治、

弹性、高可用的云原生时空管理平台联合解决方案，

推出业界首个“云原生数据库+云原生GIS”全国产化

平台。基于该平台，双方合作研发了“数字星球引

擎”，并将联合运营。这将赋能应用生态，逐步推动产

业升级。

大会同期举办多个主题展览活动。中国建筑科

学研究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大疆创新、吉欧系

统、大势智慧、航天世景等数近 30家单位参加了生态

伙伴展览。

我国成功研制

世界最大万米级载人舱

本报讯 日前从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获悉，由

我国自主研发的全海深载人潜水器万米级载人舱成

功建造完成，可搭乘 3人下潜。这是目前世界上空间

最大、搭载人数最多的万米级载人舱，已于近日通过

全海深静水外压试验考核和总体集成单位验收。

所谓全海深科考，就是深潜装备在任何海域深度

科考畅行无阻。要实现这一目标，科技工作者必须突

破 1.1万米深潜技术，进入世界大洋最深处即马里亚

纳海沟挑战者深渊。因此全海深载人舱，有时也被称

作万米级载人舱。

全海深载人潜水器是我国“十三五”部署的首批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该潜水器建成后将在世界

最深的海洋，完成载人下潜并进行科考作业。这其

中，万米级载人舱是全海深载人潜水器的核心部件，

是人类进入万米深海的硬件保障和安全屏障，标志着

一个国家载人潜水器的技术水平。

据载人舱研制项目负责人、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

所研究员杨锐介绍，全海深载人舱制造是一项涵盖高

性能钛合金设计、超大厚度板材制备、半球整体冲压、

大厚度钛合金电子束焊接等技术的跨领域系统性工

程，载人舱要求重量轻、强度高、可焊接、耐腐蚀、抗疲

劳、长寿命，此前国内外没有可用于制造容纳 3 人球

舱的材料。

2014年起，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针对全海深载

人潜水器用载人舱材料等关键技术展开调研论证和

先期研究。2016年科技部立项后，由该所牵头，联合

宝钛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船舶集团公司洛阳船舶材

料研究所，组建全海深钛合金载人舱研制“国家队”，

历时3年完成这一研制工作。

据悉，全海深载人潜水器万米级载人舱一共有 3
个观察窗，正前方为主驾驶窗，两侧分别是观察舱。

其中最核心的部件是球壳。人员从顶部进入后，关闭

舱口盖，球壳就成了完全密闭的环境。球壳既是潜水

器的“驾驶室”，也是乘客唯一的活动空间。

杨锐认为，全海深载人舱的成功研制，标志着我

国钛合金科学技术和制造成形工艺迈入国际前列，这

些变革性技术将极大促进我国深渊科学研究；同时，

全海深载人舱研制也将带动我国钛合金工业能力提

升和装备制造技术跨越。 邱晨辉

近日，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区正式出

台“区块链 10 条 2.0 政策”实施细则，进一步

构建区块链产业生态系统，推动区块链产业

发展。

据了解，该实施细则全称为《广州市黄埔

区 广州开发区加速区块链产业引领变革若

干措施实施细则》，是目前国内力度最大、创

新性最强的政策制度供给。包括鼓励设立

10 亿元规模区块链产业基金，共创大湾区区

块链价值网络、共建大湾区交流中心等。

设立10亿元规模产业基金

涵盖范围广、支持力度大是“区块链 10
条2.0政策”实施细则的最大特点。广州市黄

埔区、广州开发区将设立 10 亿元规模区块

链产业基金，吸引社会资金集聚形成资本供

给效应，为企业提供天使投资、股权投资、投

后增值等多层次服务，建立“多基地+大基

金”分布式金融生态圈。

该细则突出区块链原始创新，加大平台

奖励、技术奖励力度，重点支持区块链关键核

心技术基础研究。每年择优选择 2个开展区

块链公有链、联盟链建设项目的企业或机构，

按其实际投入研发经费的 50%给予补贴，其

中区块链公有链建设项目最高补贴 1000 万

元、区块链联盟链建设项目最高补贴 300 万

元。

在深化区块链融合应用方面，每年择优

选择 20 家使用区块链示范项目信息服务的

企业或机构，按其实际支付费用的 50%给予

每家最高10万元奖励。

同时，该区每年还将重点培育 1-3 家区

块链未来领军企业，优先提供政务和公共服

务等领域的应用场景。在上述补助基础上，

对其年度研发经费投入超出 2000 万元的部

分，给予10%的补贴。

此外，该细则提出“共创大湾区价值网

络”，支持我国香港、澳门地区的企业或机构

落地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区块链创新中心、离

岸孵化基地等平台，按每年最高 100 万元给

予场地补贴等扶持经费。

同时，该细则鼓励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块

链产业协会、联盟等组织开展交流活动，按其

实际经费投入的 50%进行补贴。无论活动地

点在广州开发区，还是我国香港或者澳门地

区，均可得到补贴。

在吸引人才方面，广州开发区支持国内

外高等院校、专业机构落地建设区块链人才

培养基地，每年给予100万元奖励。

打造区块链风口的“黄埔样本”

加快推动区块 链 技 术 和 产 业 创 新 发

展，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区勇立潮头。

早 在 2017 年 ，该 区 就 抢 占 未 来 产 业 制 高

点，提前布局区块链产业。2018 年 3 月，广

州开发区获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复支持建设

以区块链为特色的中国软件名城示范区，

成为工信部首次和唯一明确以区块链为特

色的中国软件名区。

2019年 4月，广州开发区总结了“区块链

10条1.0”政策效应，结合区块链所需、政府所

能、产业所向，研究制定了“区块链 10条 2.0”
政策。“区块链 10 条 2.0”政策紧紧围绕完善

区块链产业生态系统，在底层核心技术、高端

人才培养、粤港澳大湾区融合等方面提供大

力扶持。

目前，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区集中了

区块链企业近 300家，占广州市绝大多数，区

块链风口的“黄埔样本”为国内区块链产业发

展作出重要示范。

接下来，广州开发区还将通过鼓励区块

链众创空间、专业孵化器、产业园区等产业载

体，举办区块链创新创造创业大赛活动等方

式，塑造更多姿多彩的活力开放生活圈，打造

区块链活力之区，推动高质量产业链、高层次

企业链、高水平创新链、高效能政策链进一步

构建起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区的区块链

产业生态系统。

广州黄埔发布区块链政策2.0实施细则

▶ 范敏玲 徐海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