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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将成为
未来10年产业增长动力

“‘新’不仅是今天峰会的关键词，也是当今
汽车产业发展的主题。”中国贸促会汽车行业委
员会会长王侠表示，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传
统汽车产业正在经历变革，“全面而深刻，甚至
是颠覆性的。投资、兼并、重组、创新、创业，成为
汽车产业转型升级主旋律中动听的音符。”

“核心技术是关键，不能仅仅寄希望于商业
模式。”王侠认为，互联网技术催生了许多商业模
式，比如汽车电商、汽车共享、移动支付等等，已
经走在了世界前面。但在核心技术方面，却很少
有引领世界的重大突破。“所以我们不能总是想
着做整合者，做产业链的顶端，做一网打尽的大
买卖，我们应该高度重视核心技术和原创技术。
商业模式是很容易被复制和模仿的，而且也没有
知识产权的保护。比如说曾经火爆一时的汽车电
商、汽车上门服务，还有现在满大街的共享单车，
竞争惨烈的分时租赁等等。而核心技术，不仅难
以模仿，还可以申请知识产权的保护。”

在王侠看来，汽车产品真正的核心技术在
细微之处。比方说发动机的控制芯片、高压喷
射的阀体、精密的传感器、高强度的晶体材料、
高性能的电池等等。

“未来10年汽车市场仍有较大的空间，产
业发展前景还非常良好。”国家信息中心信息
资源开发部制造业信息处处长李伟利表示，随
着中国本土品牌崛起，产业格局正在重塑，“我
们本土品牌的竞争力在快速提升，表现在两个
方面：第一个是新车故障率，第二个是产品的
可靠性，也就是从产品的持续性上发力，三年
以上的产品能不能持续热销。”

“未来10年新能源汽车将成为汽车产业新
的增长点。”李伟利认为，当前市场规模经过两
轮示范推广，新能源汽车已经初具规模，未来
将受政策、成本、充电设施环境等影响，但已经
成为一个新兴增长的朝阳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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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汽车巨头来蓉论道产业发展
行业正颠覆性变革 四川面临多重机遇

四川即将出台汽车发展政策
“东进”战略促进产业发展

“四川汽车产业正在快速崛起，形成
了整车、关键零部件、物流、营销服务为一
体的完整产业链，培育了轿车、乘用车等
全系列汽车产品。”省经信委副主任李红
军表示，四川产业成链集群发展成效突
出，打造了以成都经开区为核心，绵阳、南
充等为重点的汽车产业集群。李红军以数
据说明，2016年，全省汽车产销超过130万辆，
其中新能源汽车1.45万辆，整车及零部件产
值实现2765亿元。今年1~4月，四川汽车产销
达到15.3万辆，同比增长15.9%。整车及零部
件产业产值接近1000亿元，同比增长11%。

未来，四川汽车产业机遇在哪里？李红
军认为，四川汽车产业面临诸多有利条件，
发展前景十分广阔。“随着‘一带一路’战略
深入实施，四川综合物流交通条件迅速得到
改善、提升，区位优势逐步显现。四川是全国
重要的清洁能源大省，将整合利用锂矿等产
业，促进汽车产业快速发展。”

成都汽车产业又有哪些机遇？成都经开
区管委会副主任李桦表示，“一带一路”战略
机遇，成都定位国家中心城市，提出“东
进”等，都将促进成都汽车产业发展。龙泉
驿区，特别是成都经开区作为东进的排头
兵，将发挥产业发展带动作用，交通枢纽
扩散作用，生态提升作用，为入区企业发
展提供机遇。“对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
展方向，我们紧跟电动化、智能化、网络化
的发展趋势。”

同时，记者从现场获悉，目前全省汽
车保有量突破650万辆，居西部第一；成都
市汽车保有量424万辆，仅次于北京。四川
将出台《进一步加强汽车产业发展的意
见》，力争到2020年全省汽车年产能由200
万辆提升到400万辆，产值突破6000亿元。

燃料电池汽车需要顶层规划
构建公共服务平台

“燃料电池汽车是基于氢能的，涉及两个转
型。”同济大学汽车学院副院长魏学哲认为，氢
能是未来燃料的趋势，氢能源加入汽车燃料，一
方面是能源转型，过去是石化能源，电动汽车或
者是用电池驱动。“未来氢能是被大家广为关注
的生活方式，太阳能、风能及其他能源，可以为
氢能提供一种新的能源载体。第二个是动力转
型，以锂电池驱动的最大问题是能量密度太低，
要想增加续航里程实际上是靠增加电池。燃料
电池恰恰避开了这个问题。”

那么，中国水平如何？魏学哲说，与发达国
家把氢能纳入国家能源体系不一样，中国还缺
少长远的燃料电池和氢能的顶层规划和设计。
与国外产业巨头聚集不同，中国还仅以大学机
构和小微企业为主。再就是与发达国家大力建
设基础设施不同，在数量上、质量上有差距。

魏学哲为四川提出建议。从政府来讲，先
是规划先行，规划里面，要考虑几件事情：第一
是构建应用驱动的发展模式；第二要考虑基础
设施；第三是要考虑产业园，像龙泉驿区、天府
新区实际上是以产业园的形式来促进产业的
发展；第四就是要构建公共服务平台；第五是
要试试重大专项来促进这样一些技术的发展；
第六是考虑设立产业基金。

成都自贸区启动企业住所申报登记制改革

一表申报！
邮政通信地址也可申请企业登记

“通过实施企业住所（经营场所）申报登记改
革，将进一步释放企业经营场所资源，解除住所对
投资创业的制约，为自贸区营造更加良好的营商
环境。”成都市工商局注册分局局长黄维新向记者
介绍，一方面，很多已经建成并实际使用的场所，
因各种原因没有产权证明从而难以作为住所进行
登记；另一方面，很多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法律
法规对其住所的要求并不高。如果继续保留严格
的住所登记条件，不仅抬高了企业注册门槛，更抑
制了创业投资热情。“住所（经营场所）申报登记改
革后，申请人只需提交《企业住所（经营场所）申报
登记承诺书》，而无需再提交房屋产权证明、租赁
合同等其他住所（经营场所）使用证明材料。”

具体怎么办理？黄维新以率先试点的成都自
贸区青白江片区为例。青白江区内企业可自由选
择实际经营地址、托管机构地址、工位编号地址甚
至邮政通信地址作为住所登记，只需填写《企业住
所（经营场所）申报登记承诺书》即可。申请人需如
实填写联系人及联系方式、住所（经营场所）详细
地址及邮政编码、房屋所有权人及房屋的取得方
式和性质等住所信息，并对申报信息的真实性、有
效性、合法性负责，登记机关只进行形式审查。

记者了解到，此次出台的意见对
建立企业住所（经营场所）监督机制
做了明确规定。一方面，登记机关对
企业申报登记的住所进行“双公示”，
依托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四
川）和成都市公共信用信息系统，强
化社会监督。另一方面，对通过登记
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
企业，或者根据投诉举报查实企业隐
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依法列入
经营异常名录，对提交虚假材料骗取
企业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的，由登记
机关依法进行查处。规划、城建、国土
等部门也将按照职责分工，加强对企
业住所（经营场所）的事中事后监管。

据悉，该项改革适用范围为：成
都自贸区内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合伙企
业、个人独资企业及其分支机构住
所（经营场所）的登记管理。试点区
域成功实施后，将在全市推广。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以前申请工商注册登记，企业的
住所证明要准备好多资料，没有房产证
的还要到住所所在地乡（镇）政府盖章。
如今再也不用为房屋产权证明东跑西
跑了，直接签《经营场所申报登记承诺
书》就行！”刚在青白江区拿到营业执照
的黄先生成为企业住所（经营场所）申
报登记制改革红利的首批受益者。

成都商报记者从成都市工商局获
悉，《关于在成都自贸区开展企业住所
（经营场所）申报登记制改革试点的指导
意见》已正式出台。在自贸区内实施“登
记机关将申请人申报的住所（经营场所）
信息登记为企业的住所（经营场所），申
请人无需提交房屋产权证明、租赁合同
等其他住所（经营场所）使用证明材料的
登记制度”，但同时列出了场所负面清
单，明确13类不能作为登记地址。

目前，四川自贸试验区青白江片
区已正式实施此项改革，截至目前，全
区已有5户企业通过签订住所承诺书
申领到了营业执照。高新区、天府新
区、双流区正在积极筹备，逐步推开。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地址都能被申报
为企业住所（经营场所）。成都市工商局列
出了场所负面清单，其中明确了13类不能
作为登记地址的情况。

记者仔细梳理其中发现，关注度较
高的历史建筑、公园、公共绿化地带内的
场所，明确不得作为实行会员制、为少数
人服务的会所以及从事高档餐饮、茶楼
等经营活动的企业住所或经营场所。

风景名胜区核心景区内的场所，也
不得作为宾馆、招待所、培训中心、疗养
院等的企业住所或经营场所。

中学、小学校园周围200米范围内或
者居民住宅楼（院）内的场所，不得作为
从事网吧、游戏（游艺）活动等企业的经
营场所。

此外，居民楼、博物馆、图书馆和被核
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建筑物内，居民住宅
区和学校、医院、机关周围，车站、机场等
人群密集的场所，建筑物地下一层以下，
与危险化学品仓库毗连的区域，不得作为
从事娱乐经营企业的经营场所。

负面清单对13类说“不”
公园里不能有高档餐饮

实行登记信息公示
强化事中事后监管

成都清洁能源汽车
亮相CAPAS
明年将开通示范线

中国汽车创业投资峰会暨中
国（四川）新能源汽车产业投资合
作大会期间，第四届成都国际汽车
零配件及售后服务展览会（简称
CAPAS）同时揭幕。立足于发展蓬
勃的西南汽车市场大舞台，本届
CAPAS展览总面积达45000平方
米，将持续到5月27日。邀请到了来
自全球的522家参展企业，预计将
迎来海内外逾16000位专业观众。
众多业内人士将西南地区视为中
国汽车产业最具发展潜力的地区
之一，而成都位处西南地区的核心
地带，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中扮演
着战略性角色。今年，包括保赐利、
博世、依维柯及长春一汽等在内的
领军品牌都将悉数亮相展会，以期
进一步开拓西南市场业务。中国香
港汽车零部件工业协会及香港生
产力促进局则组织了10家展商组
成香港展团参展。与此同时，日本
展团也在本届CAPAS首次亮相。

引人注目的，还有四川新能源
汽车展馆，其中，成都客车股份有
限公司9辆客车备受关注，包括熊
猫外形公交车、氢燃料公交车、快
充车等。“这是成都客车制造行业
最具代表性的一批车，其中氢燃料
公交车明年将开通示范线，熊猫外
形公交车很快将变身成都景区直
通车。”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成都商报记者 叶燕 胡敏娟
摄影记者 王勤

中 国 汽 车中 国 汽 车
产业趋势如何产业趋势如何？？
四川新能源汽四川新能源汽
车水平怎样车水平怎样？？成成
都未来要如何都未来要如何
发展汽车产业发展汽车产业？？
55月月2424日日~~2525日日，，
中国汽车创业中国汽车创业
投资峰会暨中投资峰会暨中
国国（（四川四川））新能新能
源汽车产业投源汽车产业投
资合作大会在资合作大会在
成都举行成都举行。。

记 者 从 现记 者 从 现
场获悉场获悉，，四川汽四川汽
车保有量居西车保有量居西
部第一部第一，，很快将很快将
出台出台《《进一步加进一步加
强汽车产业发强汽车产业发
展的意见展的意见》。》。未未
来来，“，“一带一路一带一路””
国家战略国家战略、“、“东东
进进””城市战略城市战略、、
自贸区政策机自贸区政策机
遇等遇等，，都将促进都将促进
成都汽车产业成都汽车产业
发展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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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住所登记“零门槛”
一表申报不再提交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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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青白江铁路港片区 成都商报记者 王勤 摄

展会现场展出的熊猫旅游观光客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