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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车补贴新政四大看点
4 月 23 日，财政部等四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完善新能源汽车推
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
，我国新能源汽
车补贴延续政策正式落地，主要看点如下：
看点一：补贴退坡变平稳，利好力度略超预期
《通知》确定 2020-2022 年补贴标准分别在上一年基础上退坡
10%、20%、30%。相较于 2019 年新能源汽车补贴标准在 2018 年基础
上平均退坡 50%。
《通知》的官方解读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当前仍
存在一些现实困难，难以与传统车竞争，需要继续给予支持。延长补
贴支持政策，有利于对冲疫情影响、促进汽车市场消费。
看点二：对电池能量密度等指标不作调整，适度提高能耗、里程
门槛
《通知》显示，2020 年保持动力电池系统能量密度等技术指标
不作调整，适度提高新能源汽车整车能耗、纯电动乘用车纯电续驶里
程门槛（250km 提升至 300km）
，2021-2022 年，原则上保持技术指标
总体稳定。对此，解读称新能源汽车产品技术进入稳步提升的阶段，
提升动力电池系统能量密度等指标与产品安全性的矛盾有所显现。为
此，四部委保持技术指标体系总体稳定，给予企业稳定的预期，推动
企业进一步提升产品技术水平和安全可靠性。
看点三：首设 30 万价格门槛
《通知》显示，新能源乘用车补贴前售价须在 30 万元以下（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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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万元）
，为鼓励“换电”新型商业模式发展，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
“换电模式”车辆不受此规定限制。此外，对存在违规操作套取补贴
的企业，将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看点四：每年补贴上限 200 万辆
《通知》还提出原则上每年补贴规模上限约 200 万辆。对此解读
称，200 万约占中国年度汽车销售总量的 8%。设置补贴规模上限是国
际通行做法。美国联邦政府规定累计销量超过 20 万辆的车企在一年
内完成退坡后，消费者不再享受个税抵免优惠。英国、德国、美国加
州设定补贴资金总规模上限并采取先到先得制。按此规模到 2022 年
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效益将进一步提升，逐步向市场化发展平稳过渡。
（产业所 徐海龙 整理）
我国首条自动驾驶超级高速开始建设
目前正在建设的杭绍甬智慧高速公路是我国首条“超级高速”
，
计划在 2022 年正式通车，
率先为将在 2022 年举办的杭州亚运会服务，
并将加速自动驾驶商业化进程。从投资力度来看，杭绍甬智慧高速公
路 174 公里的投资总金额为 707 亿，平均每公里建设费用超过 4 亿。
智慧高速基础设施主要包括六个方面。一是为智慧设施设备建设
预留土建接口。由于行业还在高速发展，并最终形态尚未形成，预留
土建接口，可大大提升杭绍甬智慧高速未来的升级空间。二是设置自
动驾驶专用车道。根据规划，杭绍甬智慧高速的自动驾驶近期目标是
支持自动驾驶专用车道货车编队行驶，这个步骤是实现远期支持全线
自动驾驶车辆自由行驶的实验性步骤。三是沿线部署高速率、低延时、
高可靠的全覆盖无线通信网络。5G 是自动驾驶实现的一个前提，其
低延时的特性，方便自动驾驶车辆需要接管的时候，监控云平台可以
迅速介入。四是加强泛在综合感知设施装备的布设，满足车路协同式
自动驾驶需求。五是实现高精度定位和高精地图服务。六是服务区建
设太阳能系统，部署电动汽车充电桩。
作为支持自动驾驶的智慧高速公路，云控平台必不可少。云控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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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可以支持具备车载控制功能的车辆实现控制环境下的自主运行、支
持具备信息诱导的人驾驶车辆高效运行、支持自动驾驶车辆在队列控
制和自由行驶功能间的自如切换。同时，云控平台对自动驾驶车辆的
监控，可以提高高速公路的安全性，一旦自动驾驶车辆出现问题，云
控平台可以迅速介入接管，并且通知其周边车辆躲避，避免事故的发
生。智慧高速公路云控平台更大的作用将体现在高速公路管理、服务
和管控上，以及未来全国高速一张网管理的要求，也是杭绍甬高速的
示范和科研作用的体现。
（产业所 苏楠 整理）
3 月汽车工业产销恢复依然乏力
截至 2020 年 3 月，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效，汽
车企业加快复工复产，生产经营有序恢复，但产销仍处于较低水平。
3 月汽车销量同比下降 43.3%
3 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42.2 万辆和 143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44.5%和 43.3%。
1-3 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347.4 万辆和 367.2 万辆，
同比分别下降 45.2%和 42.4%。
乘用车销量同比下降 48.4%
3 月，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104.9 万辆和 104.3 万辆，同比分别
下降 49.9%和 48.4%。分车型看，轿车产销分别完成 49.3 万辆和 49.1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50.3%和 48.6%；运动型多用途汽车(SUV）产销
分别完成 49.8 万辆和 48.5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44.8%和 43.9%；多
用途汽车（MPV）产销分别完成 3.5 万辆和 4.6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77.3%和 70%；交叉型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2.2 万辆和 2.1 万辆，同
比分别下降 48.6%和 58.2%。
3 月，中国品牌乘用车销售 43.3 万辆，同比下降 48.2%，占乘用
车销售总量的 41.5%，占有率同比提高 0.2%。1-3 月，中国品牌乘用
车累计销售 115.5 万辆，
同比下降 47.3%，
占乘用车销售总量的 40.1%，
占有率同比下降 1.5%。其中，轿车销量 26.5 万辆，同比下降 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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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份额为 20.1%；SUV 销量 75.2 万辆，同比下降 41.3%，市场份额
为 54.8%；MPV 销量 9.1 万辆，同比下降 69%，市场份额为 67.2%。
3 月商用车销量同比下降 22.6%
3 月，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37.3 万辆和 38.8 万辆，同比分别下
降 20.3%和 22.6%。分车型看，货车产销分别完成 34.1 万辆和 35.7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20.3%和 22.1%；客车产销分别完成 3.2 万辆和
3.1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20.9%和 28%。
3 月新能源汽车销量同比下降 53.2%
3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5 万辆和 5.3 万辆，同比分别下
降 56.9%和 53.2%。分车型看，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3.8 万辆和
4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58.5%和 55.6%；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分
别完成 1.1 万辆和 1.3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50.2%和 44.1%；燃料电
池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38 辆和 36 辆，其中产量同比增长 5.6%，销量
与同期持平。
此外，1-3 月，汽车整车出口 20.4 万辆，同比下降 11.5%。分车
型看，乘用车出口 15.4 万辆，同比增长 5.3%；商用车出口 5 万辆，
同比下降 40.7%。
（产业所 王罗汉 整理）
产权联盟强调知识产权保护对产业与科技的重要价值
4 月 26 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由来自 49 个国家的 93 个智库组
成的产权联盟（PRA）签署了《2020 年世界知识产权日联盟公开信》，
旨在提高人们对知识产权价值的广泛认知。
知识产权激发绿色创新
今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为世界知识产权日确定的主题是
“为绿色未来而创新”，绿色技术领域创新将是成功应对气候变化的
关键。2019 年，美国绿色创新经济创造了 1.3 万亿美元的年销售收
入，拥有近 950 万名员工。
此外，2019 年，《专利合作条约》（PCT）绿色申请总量的 76%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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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来自排名前五的日本、中国、美国、德国和韩国。其中，中国 PCT
申请在多数绿色能源技术方面的增长非同寻常，尤其是近年来绿色交
通运输技术专利申请量已经位于世界前列。
知识产权促进经济增长
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在知识产权保护率高的经济体中起着主导
作用。在美国和欧盟，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创造了 GDP 总量的 40%，
同时雇佣了近 30%的劳动力，其产业指数得分比世界上其他地区高出
57%，人均收入比产权指数最低的国家高出 16 倍。只有缩小国家之间
知识产权差距，人们才会有相同的创新机会。
知识产权推动产业升级
知识产权的增长不仅仅局限于技术领域，汽车、制药、可再生能
源等传统产业都是知识产权保护的受益者。2018 年，全球提交的专
利数量增长了 5.2％，提交的专利数量达到 330 万。由于这些知识产
权保护激发创新者去寻求当前社会局限的解决方案，使得抗癌药物、
电动汽车、生物燃料、农业生产等产业不断升级。
知识产权防止商品假冒
假冒商品对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带来损害，知识产权是最强有力的
保护。根据最新数据，假冒商品在全球的份额持续增长，从 2013 年
的 4610 亿美元增长到 2016 年的 5090 亿美元，
占全球贸易额的 2.5％。
非法的假冒商品损害品牌声誉，阻碍知识产权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
知识产权支持国际贸易
自通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以来，知识产权已被正式
地纳入全面的贸易协定中。这些基本规则促使知识产权密集型货物的
贸易流通增多，并且加速了广泛的知识传播。
（产业所 刘如 整理）
德勤发布《2020 年中国生命科学与医疗行业并购趋势报告》
近日，德勤发布《2020 年中国生命科学与医疗行业并购趋势报
告》（下称“报告”）
。报告以交易数据为基础，深度剖析行业并购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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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不确定因素和挑战，特别对药品、生物技术、医疗服务机构以及
医疗器械制造几个子行业的并购趋势展开探讨，并进一步通过分析当
下趋势、洞察现实商业案例，对 2020 年进行了展望。
报告数据显示，由于面临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放缓、信贷政策
收紧以及中美贸易摩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各类境内外交易的参与者
纷纷采取了保守的投资策略，2019 年中国生命科学与医疗行业的并
购活动与上一年相比，总交易数量和总交易金额均下降了约 24％，
交易额跌至 2014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境内交易数量从 328 笔降至 268
笔，交易金额从 292 亿美元降至 208 亿美元；跨境交易数量从 103 笔
降至 63 笔，交易金额从 72 亿美元降至 69 亿美元，且以中型交易（1
亿至 5 亿美元）缩减最多。
细分行业中的生物制药领域得益于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大量资本
的涌入而保持活跃的并购趋势，是 2019 年投资者的热门目标；生物
技术行业的并购活动依旧保持活跃，其 2018 年至 2019 年的平均单笔
交易规模从 7200 万美元增长到 1.18 亿美元；医疗服务行业也呈现类
似的趋势，但主要归因于单笔大额交易的推动；医疗器械行业交易即
便受到跨境并购交易低迷的负面影响，但国内产业整合仍保持着热度。
受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 月 10 日，包括
香港地区在内的中国的并购交易总量仅为 84 笔，交易总额为 84 亿美
元，分别比去年同期下降 54%和 76%。但疫情也促使中国在某些医疗
服务和公共卫生管理中接受新技术的应用，如在线诊疗、5G、人工智
能、大数据等成为了技术焦点。科技相关的融资活动也并未完全平息。
从 2020 年 1 月到 2 月，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机构对数字医疗领域的
投资总额达到 2.17 亿美元，共计 11 笔交易，交易额和交易量均占到
了中国整个生命科学与医疗行业总融资活动的四分之一左右。
就中国医药市场而言，整个价值链正处在向创新产品和更加有效
的解决方案转变的转折点，行业整合将在经销商、零售商、医疗设备
制造商等市场参与者中进一步扩展开来。人们对生物制药领域的风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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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研发外包(VIC)模式、基层医疗机构和自主研发的高端
设备领域的兴趣会越来越大。
（产业所 朱焕焕 整理）
全国首个智能方舱医院项目为智慧医院提供参考
3 月 7 日，由达闼科技和中国移动携手打造的全国首个“智能方
舱医院”——武昌方舱医院项目实现整体交付。方舱医院在此次中国
疫情的中心武汉的抗疫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和火神山、雷神山两大
临时医院堪称武汉抗疫中的顶梁柱。
方舱医院是由不同的方舱组合而成的机动医院，类似于解放军野
战机动医院，以医疗方舱、技术保障方舱、病房单元、生活保障单元
及运力等为主要组成。而这个方舱医院所不同的是，它是依托大型场
馆改建的一个固定地点医院。但正是因为它的场馆不可移动，才比一
般的移动式方舱医院对信息的处理要求更高，需要更多的医疗机器人、
远程诊断和大数据技术。而智能方舱医院正是满足这种需要应运而生
出来的新产物，比一般的方舱医院拥有更多的智能设备和更快速的
4G/5G 网络，为数字化运营、医生护士的人机协作、跟病人的互动和
交互等提供坚实保障。
2 月 28 日，达闼科技向位于武汉武昌洪山体育馆的方舱医院捐
赠了 5G 医疗服务机器人、5G 消毒清洁机器人等六大类 12 套智能机
器人产品，并统筹负责“智能方舱”项目建设和交付。中国移动则提
供了对讲手持台、5G CPE、物联网 SIM 卡、路由器和网关等通信设备。
在短短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这个智能方舱医院就完成了所有的建设
和调试。这家方舱医院的上线不仅将对武汉疫情的抗疫攻坚再添一个
堡垒，也为智慧医院解决方案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参考。
（产业所 冉美丽 整理）
创新基础设施纳入“新基建”将带来哪些改变
4 月 20 日，国家发改委召开新闻发布会首次明确了“新基建”
的范围，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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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创新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
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发布会还强调，要超前部署创新基础设施。
“新基建”概念提出以来，其范围和建设就备受关注。从目前圈
定的范围来看，
“新基建”三个方面都与科技创新密切相关，具有鲜
明的科技特征和科技导向，尤其是将创新基础设施明确列入“新基建”
范围，更是凸显了科技创新在“新基建”中的特殊使命和重要地位。
某些领域的科技创新不断步入“深水区”，对于创新基础设施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将创新基础设施纳入“新基建”范围会对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
究、前沿科技探索、企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国际科技合作等方面
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如何让创新基础设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是
未来一项重要的考验。创新基础设施的布局要超前，必须要认清未来
科技革命的方向和重点，谨防不考虑实际需求和客观环境条件的一哄
而上，否则可能会造成巨大浪费和巨大损失。创新基础设施依然是新
事物，不能照搬原来的布局、建设、运行模式，需要不断地创新理念，
以包容审慎的态度，为创新基础设施的建设创造良好的环境。基础设
施建设具有所谓的“乘数效应”
。期待创新基础设施能够借着“新基
建”的东风，在亟须领域、前瞻领域精心布局，形成雁阵效应，涌现
一批“镇国之宝”
，让“科技创新之车”高昂地行驶在“高速路”上。
（产业所 张志昌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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