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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8年乘用车总销量增长放缓的大背景下，新能源汽车
销量取得了非凡的增长。这要归功于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
品牌意识的提升。特别地，在三线或以下城市，新能源汽车
的机会可能更多。对于新兴品牌而言，优秀的售后服务和整
体工艺质量对于赢取消费者信任都至关重要。”
- 周同，研究分析师

在这篇报告中我们探讨了以下议题:
•
•
•

有关新能源汽车的环境与健康顾虑
良好的售后服务可提升消费者对其整体质量的认知
新能源汽车在三线城市发展机遇更多

2018年新能源汽车单位销量增长率高达71.7%，贴近百万辆大关。
尽管利好补贴政策2019年有所收紧，但新能源汽车市场仍然看好。这是因为相比前几年，消费者的整体品牌意识正在
提升。大多数消费者愿意在添置下一辆汽车时考虑新能源汽车。
本报告还探索了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的动因和对待传统及新兴新能源汽车品牌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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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V和SUV推动市场发展

市场规模与预测
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在2018年接近百万辆，占总比的4%
数据 11: 中国新能源乘用车市场的销售量和增长率，2012-2018年
数据 12: 新能源乘用车的销售量占新乘用车总销量的比例，中国，2012-2018年
没有车牌限购政策的城市中，新能源汽车占有份额扩大
数据 13: 新能源汽车市场份额（对比有和无车牌限购政策的城市），中国，2016-2018年
预计至2023年销量或达到3倍
数据 14: 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销售量预测（最好和最差情形），2013-2023年

市场因素
补贴政策退坡
数据 15: 新能源乘用车补贴最新政策，2018年对比2019年
数据 16: 电池系统能量密度系数，2018年对比2019年
充电设施加强建设
数据 17: 中国公共充电桩数量
续航能力和电池技术提升

市场细分
BEV将仍是新能源汽车市场的主角
数据 18: 中国纯电动乘用车销售量预测（最好和最差情形），2013-2023年
新能源汽车市场中SUV呈增长之势
数据 19: 不同车型的新能源汽车的市场份额，中国，2016-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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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企业——您所需要了解的
您所需要了解的
市场竞争激烈
更多选择

市场份额
比亚迪持续主导市场，拥有丰富产品线
数据 20: 新能源乘用车品牌市场份额，中国，2016-2018年
数据 21: 比亚迪产品线的价格区间
北汽EC系列赢得BEV低线市场
数据 22: 销售量前十的BEV车型，中国，2018年
数据 23: 北汽产品线的价格区间
宝马新能源汽车销量增速一马当先
数据 24: 销售量前十的PHEV车型，中国，2018年

竞争策略
推出更多车型/选择满足不同消费者需求
数据 25: 新能源汽车品牌产品线
传统外资品牌自有技术和服务创新为吸引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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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26: 传统外资品牌的新能源车型发布计划

谁在创新？
5分钟电量充满
数据 27: Mark Zero概念轿跑
电动房车
智能手表和汽车品牌合作
数据 28: 车联智能腕表

消费者
消费者——您所需要了解的
您所需要了解的
总体品牌认知度高
对新能源汽车整体持积极态度
传统品牌更受消费者欢迎

新能源汽车品牌认知
所有新能源汽车品牌认知度整体提升
数据 29: 新能源汽车的品牌认知度——“这个品牌的名字和商标我都认识”的提及率，2019年对比2017年
新能源车主品牌认知度高于潜在购车人群
数据 30: 新能源汽车的品牌认知度——“这个品牌的名字和商标我都认识”的提及率（按是否有车区分），2019年3月

新能源汽车偏好
对新能源汽车态度积极
数据 31: 个人护理产品偏好（按城市线级区分），2019年3月
男性消费者热爱纯电动，女性较为保守
数据 32: 新能源汽车偏好（按性别区分），2019年3月
三线或以下城市BEV机会更多
BEV爱好者——置换购车人群和额外购车人群
数据 33: 新能源汽车偏好（按购车人群区分），2019年3月

购买动因
价格优势是强劲购买动力
数据 34: 购买动因，2019年3月
数据 35: 购买动因——环保（按部分人口统计特征区分），2019年3月
补贴对预算在10万-20万人民币的购车计划有重大影响
数据 36: 购买动因——部分车型（按购车预算区分），2019年3月
高收入消费者对自动驾驶更感兴趣
数据 37: 购买动因——部分车型（按家庭月收入区分），2019年3月

对新能源汽车的态度
即使是新能源汽车，对传统汽车品牌的信任度仍高于新兴品牌
数据 38: 对新能源汽车的态度，2019年3月
新兴品牌售后服务有助于建立消费者信任
数据 39: 对新能源汽车的态度，201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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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40: 对新能源汽车的态度，2019年3月
大多数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市内交通能力满意
数据 41: 对新能源汽车的态度（按是否有车区分），2019年3月
数据 42: 日常出行方式，2019年3月对比2017年12月
购买决定末期信心更高
数据 43: 对新能源汽车的态度（按购买计划阶段区分），2019年3月

认识英敏特城市精英人群
英敏特城市精英人群对传统品牌和新兴品牌信任度相似
数据 44: 对新能源汽车的态度——部分车型，（按消费者分类区分），2019年3月
英敏特城市精英人群对新兴品牌售后服务认可度更高
数据 45: 对新能源汽车的态度——部分车型，（按消费者分类区分），2019年3月

附录
附录——市场规模与预测
市场规模与预测
数据 46: 新能源汽车市场总销售量，中国，2013-2023年

附录
附录——市场细分
市场细分
数据47: 纯电动乘用车市场总销售量，中国，2013-2023年
数据48: 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市场总销售量，中国，2013-2023年

附录
附录——研究方法和缩写
研究方法和缩写
研究方法
扇形图预测
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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