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6月14日～20日 责编李金雨 美编 季枫E-mail: 1487350119@qq.com报道·聚焦 A03

想装修，想结婚，想买车，想旅游……钱包里却是大写
的余额不足，缺钱很多人都遇到过，但借钱却有很多人找
不到门路。找熟人借款？欠人情；找民间借贷？套路多；
找银行？不知道哪家政策最合适。怎么办？要是有一个
地方能把多家银行的贷款政策一次性说清楚、讲明白该有
多好！少跑冤枉路，省心、省事。

别着急，这些事情，现在“一个电话全搞定”——大河
阳光理财俱乐部作为大河报旗下品牌，坚持践行普惠金
融，专注于让会员享受更便捷的投融资信息咨询服务。即
日起俱乐部免费接受各类贷款业务咨询，我们会根据您的
情况，“量身订制”最优贷款方案，告别猫腻，远离套路，以
专业规范的服务让贷款简单起来。

大河阳光理财俱乐部创立于2015年，3年来以稳健专
业的服务，惠及数千会员。这里的贷款业务数据库丰富，
与多家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都有良
好合作，专业高效，规范透明，综合成本低，业务办理快，值
得您信赖。

现俱乐部免费接受各类贷款咨询服务，主打房产抵押
贷款、个人信用贷款，既接受业务详细咨询，也有合作的专
业服务办理团队为您提供服务，欢迎您随时致电或上门了
解。

特别提醒：我们只与正规金融机构合作，利息低，安全
合规，放款快。

咨询方式：1.0371-61171939、18537165959
2.扫描关注“大河财富官微”，点

击“投·融资”—“贷款咨询”，输入相
关信息即可。

咨询地址：郑州市花园路纬一路
交叉口向西 100 米路北大河报广告
中心（纬一路小学对面）

贷款“量身订制”，
一个电话全搞定！
——大河阳光理财俱乐部免费接受
贷款咨询

补贴政策调整，显而易见将
对新能源行业影响深远。作为
中部大省，河南多年来在包括补
贴在内的多方推力下，新能源汽
车规模初成。

据了解，河南省新能源汽车
整体水平位居全国第二方阵，其
中新能源客车领跑全国。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了
解到，截至2017年底，全省累计
生产新能源汽车约9万辆，占全
国总量的5%。其中，2017年全
省生产各类新能源汽车近4万
辆，同比增长38%，约占全国总
量的5%，其中新能源客车2.5万
辆，占全国新能源客车市场25%
左右。

河南如今已经形成了以郑
州、许昌、洛阳、新乡为主，包含
整车制造、零部件、动力电池、充
电桩等在内的新能源汽车产业
链。

除此之外，一些公司看准了
新能源汽车的前景，也开始通过
资本杠杆，来撬动新能源汽车产
业。

焦作上市公司多氟多，2015
年9月，宣布以1.5亿元的价格收
购了河北红星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72.5%的股权，取得了整车生
产资质。

2017年6月5日，多氟多公
告称，其欲与修武县产业集聚区
投资有限公司、焦作龙瑞新能源

汽车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多
多新能源。新公司注册资本2亿
元，主要从事电动车的研发和生
产经营业务，多氟多占63.845%，
为控股股东。多氟多通过和修
武投资、焦作龙瑞合作，试图在
低速电动车领域开拓新的发展
空间，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

此外，小鹏汽车、蔚来汽车、
绿驰汽车等也先后来河南布局
终端市场。

按照省工信委的规划，
2018~2020年全省新能源汽车
产量力争达到 20 万辆，其中，
2018年力争生产新能源汽车10
万辆以上。

快速发展和布局中的河南
新能源汽车，将受到补贴新政哪
些影响？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
的最新数据，今年五月份，新能
源乘用车销售同比增长114.5%；
新 能 源 商 用 车 同 比 增 长
192.7%。中汽协秘书长助理许
海东介绍，政策过渡期期间，商
用车销量受到补贴政策影响变
化较大。

一名了解河南新能源汽车
产业的圈内人士告诉记者，河南
新能源汽车，产品结构相对单
一，主要依靠客车，乘用车尚未
形成规模。

记者在查询工信部网站《新
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资金清

算审核车辆信息表》时发现，
2016年、2017年涉及国家补贴
的企业有宇通客车、宇通重工、
郑州日产、海马汽车四家企业，
其余均未入围国家补贴。

显然宇通是补贴大户。就
客车补贴来说，仅2016年，国家
对宇通客车先后分三次补贴
94.3亿元人民币。而根据宇通
公司发布的2016年年报，其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0.4亿元，补贴金额是其净利润
的两倍多。

海马汽车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2018年新的补贴政策提高
了补贴门槛，政策向高续航车型
倾斜，新版补贴方案鼓励里程更
长、能量密度更高、能耗更低车
型，将补贴资金向更高技术水平
的车型倾斜。“基于此，海马汽车
从技术研发、产品规划到市场营
销，积极进行产品转型升级，响
应国家的政策导向。”

作为经销商，河南源通汽贸
集团董事长马长春告诉记者：

“现在，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
共同关心的两个问题是续航里
程和充电，之后才是考虑价格因
素。作为汽车经销商，我们要随
着市场变化而变化，续航里程短
的新能源汽车我们将不再销
售。”

新版补贴方案鼓励里程更长、能量密度更高、能耗更低车型

河南新能源汽车补贴变局
核心提示 | 6月12日，

在经历4个月的过渡期之后，
新能源汽车正式实施2018
年的补贴政策。这一政策变
局，将对包括我省在内的新
能源汽车带来深远影响。

近几年来，在包括补贴
政策在内的多种力量推动
下，我国新能源汽车迎来了
快速发展的机会。但一个产
业的创新发展，最终还要依
赖于市场及自身的造血能
力。

随着新补贴政策的实
施，在后补贴时代，河南新能
源汽车产业将面临怎样的挑
战与机遇？

今年2月13日，财政部等四
部门联合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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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此次发布的补贴新
政，新的补贴标准6月11日前为
过渡期。过渡期期间上牌的新
能源乘用车按照2017年的标准
0.7倍发放。新能源货车和专用
车按0.4倍补贴，燃料电池汽车
补贴标准不变。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了
解到，6月12日起正式实施的补
贴新政对新能源汽车的续航里
程有了明确划分：即续航里程低
于150公里的纯电动汽车不再
享有补贴；续航里程在150~300
公里的车型，补贴分别下调20%
~50%，续航里程在300公里以
上的车型，补贴上调2%~14%。

那么，新政实施前后，一辆
新能源汽车补贴资金究竟有多
大差距呢？

以续航里程300公里的电
动车为例，2017年的国家补贴标
准为4.4万元，而6月12日补贴
新政实施之后，一辆续航里程
300公里的纯电动车，国家补贴
为4.5万元，上升了0.1万元。

对于超过300公里续航里
程的车辆，则可获得4.5万~5万
元的补贴，超过了2017年最高
补贴4.4万元。由此可见，国家
补贴政策的导向，是引导新能源
车企生产高续航能力的电动车。

记者注意到，不仅国家层面
补助政策进行了调整，省级层面
同样调整补助政策。今年6月5
日，河南省财政厅发文称，拟对
省级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及充

电基础设施奖补政策做出调整，
起草了《关于调整河南省新能源
汽车推广应用及充电基础设施
奖补政策的通知》（征求意见
稿）。

对于补助范围，这份文件同
样与国家同步提高了车辆门槛，
必须纳入国家《新能源汽车推广
应用推荐车型目录》的新能源客
车，新能源货车和专用车，以及
燃料电池汽车。而且上述车辆
须满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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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汽车产
品的各项技术门槛要求。在资
金上，省级和市县补助金额不超
过中央财政单车补贴额的50%。

对于新补贴政策的实施，
业内专家指出，新政符合中国
新能源汽车发展的趋势，逐步
淘汰了低续航、低技术的汽车
产品，将更多资源汇集到新技
术、新领域方面，同时也督促
车企研发生产更高能效、更长
续航的车辆。

“补贴政策退坡之后，真
正受益的是高续航能力、高技
术水平的新能源车企。”河南
汽车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蒋
贡敏说。

对于宇通客车在河南省
新能源汽车补贴中占比较高，
有专家表示，这从另外的层面
证明，河南的新能源乘用车进
步的空间还很大。“河南新能
源汽车在动力电池、整车轻
量化、智能化等核心技术仍未
取得根本性突破，整车成本与
传统燃油车相比还有一定差
距。”

“市场主导还没有形成，
投资和金融活力不足，商业化
机制不成熟。”业内人士表示，
河南的新能源汽车要在续航
里程、整体技术水平方面补齐
短板。只有这样，才能弯道超
车。

目前，河南省共有10家
企业具有新能源汽车生产资
质，其中整车企业5家，分别是

宇通客车、郑州日产、海马汽
车、少林客车、开封奇瑞。改
装车企业5家，分别是宇通重
工、森源重工、新乡新能、中原
特车、河南凯达。

海马汽车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基于对用户痛点的把
握和市场情况的调研，海马新
能源在技术上将聚焦“高能
效、长续航”，在市场上将聚焦
共享出行市场，如分时租赁、
网约车、出租车市场等，以及
特定环境下的家庭用车市场，
如家庭升级用车、限行限购城
市居民用车等。

在商业模式创新方面，海
马汽车相关负责人表示，海马
新能源在摸索全新的符合电
动汽车发展的商业模式，要实
现新能源汽车从汽车制造商
到服务商的转型。比如，推出
上门体验、城市体验、线上成
交等多种新营销模式。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了解到，为进一步促进河南新
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健康发展，
河南省依据国家相关政策，并
参考湖南、福建、安徽、广东、
北京等地的做法，起草了《河
南省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及
产业化若干支持政策（征求意
见稿）》，预计不久将出台实
施。

河南须在续航里程、
整体技术水平方面补短板

新能源汽车补贴新政实施，向更高技术水平的车型倾斜

河南新能源汽车位居全国第二方阵，补贴新政影响相关车企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吴春波 见习记者 黄鑫 文 记者 朱哲 摄影

客户在咨询新能源汽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