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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发布乘用车企业“双积分”交易平台 

7 月 2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公布了 2017

年度中国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情况。此外，工信部表示，按照《乘

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法》的规定，自即日起，企业可通

过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管理平台（网址：http://cafcnev.miit-

eidc.org.cn）开展平均燃料消耗量积分转/受让、新能源汽车积分交易、提交平均燃料消耗

量负积分抵偿报告等工作。 

对比 2016 年积分情况，整体上看 NEV 正积分同比增速较快，达到 81%，CAFC 正积分同

比增速为 5%，CAFC 负积分同比增速为 18%。从 2016 年的积分上看，NEV 正积分不足

以弥补 CAFC 负积分，而到了 2017 年 NEV 正积分较 CFAC 负积分有盈余，说明车企选

择了生产/进口更多新能源车，来产生 NEV 正积分，由此也说明双积分政策是车企生产

或进口新能源车的有效驱动。 

NEV 正积分不仅可以用来抵扣车企自身的 CAFC 负积分，也能够通过交易平台将积分转

换成盈利。因此一台新能源车不仅可以拿到政府补贴，也能通过产生 NEV 正积分来额外

收获盈利，标志着积分变成了实际意义上的“货币”，更加刺激了车企生产新能源车的意

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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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核算 

7 月 2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公布了 2017

年度中国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情况。 

2017 年度，中国境内 130 家乘用车企业共生产/进口乘用车 2469.29 万辆（含新能源乘用车，

不含出口乘用车，下同），行业平均整车整备质量为 1438 公斤，平均燃料消耗量实际值为

6.05 升/100 公里，燃料消耗量正积分为 1238.14 万分，燃料消耗量负积分为 168.90 万分，新

能源汽车正积分为 179.32 万分。 

其中，101 家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累计生产乘用车 2367.46 万辆，平均整车整备质量为 1419

公斤，平均燃料消耗量实际值为 6.00 升/100 公里，燃料消耗量正积分为 1200.91 万分，燃料

消耗量负积分为 149.02 万分，新能源汽车正积分为 168.69 万分。29 家进口乘用车供应企业

进口乘用车 101.83 万辆，平均整车整备质量为 1875 公斤，平均燃料消耗量实际值为 7.13 升

/100 公里，燃料消耗量正积分为 37.23 万分，燃料消耗量负积分为 19.88 万分，新能源汽车

正积分为 10.63 万分。 

工信部表示，按照《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法》的规定，

自即日起，企业可通过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管理平台（网址：

http://cafcnev.miit-eidc.org.cn）开展平均燃料消耗量积分转/受让、新能源汽车积分交易、提

交平均燃料消耗量负积分抵偿报告等工作。 

 

华泰点评：双积分政策是新能源产量/进口量的有效驱动 

1. 2017 年度积分整体上看基本平衡 

依照《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中的规定，1 个新能源汽车积分（NEV）正积分可以抵消 1 个消燃料消耗积分（CAFC）负

积分，且为单向抵偿。就 2017 年的积分情况整体上看，境内乘用车企业的 NEV 正积分为

179.32 万分基本上可以抵消 CAFC 负积分为 168.90 万分；但进口乘用车供应企业 CAFC 负

积分（19.88 万分）大于 NEV 正积分（10.63 万分），这部分积分缺口可以通过相关企业转让

CAFC 正积分或者通过购买 NEV 正积分来抵消。 

 

2. 2019 年起考核新能源积分，届时车企压力较大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 2019 年前不考核新能源积分，NEV 积分均为正积分，故整体来看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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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双积分压力不大。而到了 2019 年、2020 年政策对新能源积分的比例要求分别为 10%

和 12%。以目前的情况来看，仅有少数企业可以有效实现 NEV 正积分，多数企业新能源积

分比例尚未达到要求，届时企业的压力才将真正降临。 

 

3. 双积分政策是车企生产或进口新能源车的有效驱动 

对比 2016 年积分情况，整体上看 NEV 正积分同比增速较快，达到 81%，CAFC 正积分同比

增速为 5%，CAFC 负积分同比增速为 18%。从 2016 年的积分上看，NEV 正积分不足以弥

补 CAFC 负积分，而到了 2017 年 NEV 正积分较 CFAC 负积分有盈余，说明车企选择了生

产/进口更多新能源车，来产生 NEV 正积分，由此也说明双积分政策是车企生产或进口新

能源车的有效驱动。 

 

表格 1  2017 年与 2106 年积分情况对比 

 （万分） 2017 2016 同比变化 

境内乘用车生产/进口 

燃料消耗量正积分 1238.14 1174.8 5% 

燃料消耗量负积分 168.90 142.99 18% 

新能源汽车正积分 179.32 98.95 81%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燃料消耗量正积分 1200.91 1135.11 6% 

燃料消耗量负积分 149.02 124.47 20% 

新能源汽车正积分 168.69 92.89 82% 

进口乘用车供应企业 

燃料消耗量正积分 37.23 39.75 -6% 

燃料消耗量负积分 19.88 18.52 7% 

新能源汽车正积分 10.63 6.06 75% 

资料来源：工信部 华泰期货研究院 

 

乘用车企业启动“双积分”交易平台 

此外，同日，工信部装备工业司发布了关于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和新能源汽车积分

交易平台上线的通知，通知明确积分交易平台地址、交易平台账号获取及功能开通，积分交

易相关要求，积分交易审核等内容。 

以下为通知的具体内容： 

各乘用车企业： 

为贯彻落实《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法》（工业和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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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令 第 44 号）（以下简称《积分办法》）和

《关于 2016 年度、2017 年度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工信部联

装﹝2017﹞266 号）（以下简称《工作通知》）有关要求，自即日起，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

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交易平台（以下简称“交易平台”）开始上线运行，有关企业可通过

交易平台开展平均燃料消耗量积分转/受让、新能源汽车积分交易、提交平均燃料消耗量负

积分抵偿报告等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交易平台地址 

http://cafcnev.miit-eidc.org.cn 

二、交易平台账号获取及功能开通 

（一）国产乘用车生产企业的账号与《公告》产品申报系统账号一致，初始密码为《公告》

产品申报系统 2018 年 5 月份密码。企业首次登录交易平台时，应按平台要求补充企业基本

信息并提交《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交易平台使用承诺书》（以下简

称《承诺书》）（附件 1）等相关资料后，可开通和使用平均燃料消耗量积分转/受让、新能

源汽车积分交易、提交平均燃料消耗量负积分抵偿报告等功能。 

（二）进口乘用车供应企业应在交易平台首页按要求填写基本信息、提交《承诺书》等相关

资料进行注册，取得账号和密码后登录交易平台，开通和使用平均燃料消耗量积分转/受让、

新能源汽车积分交易、提交平均燃料消耗量负积分抵偿报告等功能。 

未获境外乘用车生产企业授权的进口乘用车供应企业暂不开通交易平台账号。 

三、积分交易相关要求 

交易平台集中交易时间为即日起至 9 月 30 日。有关企业应按照《积分办法》和《工作通知》

的要求，结合《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交易平台使用协议》（附件 2）、

《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交易平台使用规范指引》（以下简称《使用

规范指引》）（附件 3）、《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交易平台操作手册》

（附件 4）等文件，通过交易平台开展 2016 年度、2017 年度平均燃料消耗量积分转/受让、

新能源汽车积分交易等工作。 

有 2016 年度、2017 年度平均燃料消耗量负积分的企业，应当在 8 月 31 日前通过交易平台

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提交平均燃料消耗量负积分抵偿报告，并在 9 月 30 日前完成负积分抵偿

归零。 

四、积分交易审核 

受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司委托，装备工业发展中心根据《使用规范指引》，对企业平均

燃料消耗量积分转/受让、新能源汽车积分交易、提交平均燃料消耗量负积分抵偿报告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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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进行审核，并将审核结果上报装备工业司。企业可通过积分交易平台实时查询交易状态

及审核结果。 

五、技术咨询方式 

（一）联系电话： 

积分交易业务咨询：010-68200273，010-68200269； 

系统操作技术支持：010-68200263，010-68200264。 

（二）咨询邮箱：admin_cafcnev@eidc.org.cn。请在邮件中注明企业名称、姓名、部门、联系

电话，以及具体问题。 

特此通知。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华泰点评：“双积分”交易平台意味着更完善的政策 

1. 积分交易平台的建立意味着双积分政策是持久战 

新能源汽车积分（NEV）和消燃料消耗积分（CAFC）积分，两项积分均大于等于 0 的才是

达标企业。一家车企传统燃油车若总和为负，可通过自己所生产的新能源车积分来抵扣，也

可以通过关联企业间的转让或购买。而转让或购买这两种积分交易，就需要通过“双积分”

交易平台来进行了，具体的交易形式为竞价交易、定价交易和定向交易三种，交易价格政府

不予干涉。《管理办法》中规定，2019 年开始双积分正式交易，随着交易平台的建立，意味

着双积分政策将会是一个长久性政策，将会是新能源汽车的长期驱动因素之一。 

 

2. NEV 正积分可为车企带来额外收益 

NEV 正积分不仅可以用来抵扣车企自身的 CAFC 负积分，也能够通过交易平台将积分转换

成收益。据特斯拉财报中披露的数据上看积分交易量较少的 2013 年，特斯拉仅 ZEV（加州

零排放汽车）积分交易获得超过 2.5 亿美元收益，2016 年上半年积分交易收益仍接近 5700

万美元，到 2017 年第四季度，该项收入已经增至 1.79 亿美元。因此一台新能源车不仅可以

拿到政府补贴，也能通过产生 NEV 正积分来额外收获盈利，标志着积分变成了实际意义上

的“货币”，或会更加刺激车企生产新能源车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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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责声明 

此报告并非针对或意图送发给或为任何就送发、发布、可得到或使用此报告而使华泰期货

有限公司违反当地的法律或法规或可致使华泰期货有限公司受制于的法律或法规的任何地区、

国家或其它管辖区域的公民或居民。除非另有显示，否则所有此报告中的材料的版权均属华泰

期货有限公司。未经华泰期货有限公司事先书面授权下，不得更改或以任何方式发送、复印此

报告的材料、内容或其复印本予任何其它人。所有于此报告中使用的商标、服务标记及标记均

为华泰期货有限公司的商标、服务标记及标记。 

此报告所载的资料、工具及材料只提供给阁下作查照之用。此报告的内容并不构成对任何

人的投资建议，而华泰期货有限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此报告而视他们为其客户。 

此报告所载资料的来源及观点的出处皆被华泰期货有限公司认为可靠，但华泰期货有限公

司不能担保其准确性或完整性，而华泰期货有限公司不对因使用此报告的材料而引致的损失而

负任何责任。并不能依靠此报告以取代行使独立判断。华泰期货有限公司可发出其它与本报告

所载资料不一致及有不同结论的报告。本报告及该等报告反映编写分析员的不同设想、见解及

分析方法。为免生疑，本报告所载的观点并不代表华泰期货有限公司，或任何其附属或联营公

司的立场。 

此报告中所指的投资及服务可能不适合阁下，我们建议阁下如有任何疑问应咨询独立投资

顾问。此报告并不构成投资、法律、会计或税务建议或担保任何投资或策略适合或切合阁下个

别情况。此报告并不构成给予阁下私人咨询建议。 

华泰期货有限公司2018版权所有并保留一切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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