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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应对气候紧急状态(Climate Emergency)，
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关键的挑战之一。近年来，史无
前例的热浪、野火和洪水等自然灾害、生命垂危的海
洋生物、加速消融的极地冰川以及濒临崩溃的生态系
统，都在反复地提醒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刻不
容缓。

2020年，中国明确提出了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
（下称“双碳”目标）——力争二氧化碳排放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并于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而作为
碳排放重要来源的汽车行业，在应对气候变化、助力
“双碳”目标的达成上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特
别是在保有量和销售量都较高的乘用车领域。

根据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汽中心)
测算，2021年中国汽车行业全生命周期碳排放总量
达12亿吨二氧化碳当量(t CO2e)。其中，乘用车全生
命周期碳排放量达7亿吨二氧化碳当量(t CO2e)1。乘
用车领域的脱碳进程势必影响到中国的“双碳”目标
能否顺利达成。

在乘用车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中，使用阶段的碳
排放占比最高，这也是汽车行业低碳化转型的重点
方向。中汽中心的测算显示，2021年中国乘用车全生
命周期碳排放中，74%的碳排放由燃料的生产和使
用产生，远超汽车制造过程中所产生的碳排放。要实
现汽车使用阶段的低碳化，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提高
以纯电动汽车为代表的零排放汽车市场渗透率。在
2021年中国不同类型乘用车单车全生命周期平均碳
排放量中，纯电动乘用车的碳排放量最低，其全生命
周期的碳排放量相较汽油乘用车低43.4%，相较柴
油乘用车低59.5%。在此背景下，中国主要汽车集团
乘用车电动化转型表现将影响汽车行业的整体碳中
和的进程。

本研究选取了2021年中国乘用车销量最高的前
十家汽车集团，通过整理和分析公开数据，以企业低
碳转型规划、产品脱碳表现和碳排放数据披露三个维
度，来评价中国主要汽车集团的低碳化转型表现。

主要发现
 ● 在企业低碳转型规划方面，各大车企有所进展但

质量参差不齐；

• 从十家汽车集团的碳中和与碳 减排规 划上
看，目前仍有上汽集团、东风集团、比亚迪和
奇瑞集团尚未推出碳中和规划。值得注意的
是，即使是作为中国电动汽车行业引领者的
比亚迪，也仍未推出相关规划。

• 在已公布碳中和规划的汽车集团中，大部分
缺乏明确的碳中和范围界定或阶段性碳减排
目标。吉利集团的碳中和适用范围界定较为
清晰，同时吉利还设定了相应的阶段性碳减
排目标，在碳中和规划质量上领先其他汽车
集团。

• 在是否承诺当到达某一时间节点时就只销售
零排放汽车方面，比亚迪是中国目前唯一一
家明确承诺只销售零排放汽车的汽车集团。
其余车企，即使是已宣布碳中和时间线的汽
车集团，也尚未承诺将只销售零排放汽车。

执行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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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产品脱碳方面，各汽车集团的表现差异明显，
部分头部企业的表现低迷；

• 从2021年纯电动乘用车销售情况来看，尽管
这是中国纯电动乘用车爆发式增长的一年
(纯电动乘用车销量占中国乘用车总销量的
比重近12.8%)，但前十大汽车集团在纯电动
乘用车的销售表现上差异明显。

比亚迪一枝独秀，2021年纯电动乘用车销
量占其乘用车总销量的比例（以下简称纯电
动乘用车销量占比）约为43.7%，远高于其
他汽车集团，也高于同年中国纯电动乘用车
的销量占比，即上文提到的12.8%。除比亚
迪外，只有上汽集团和长城汽车的纯电动乘
用车销量占比高于12.8%。其余汽车集团则
均低于这一水平，对提升纯电动乘用车市场
渗透率的拉动作用有限。

• 从纯电动乘用车的累计销量占比来看，中国
纯电动乘用车在2018-2021年的累计销量
达527万辆，占中国乘用车市场累计销量的
6.19%，但只有比亚迪、奇瑞集团、北汽集
团和长城汽车这四家的纯电动乘用车累计销
量占比超过了6.19%这一比例，其余汽车集
团的累计销量占比均低于这一水平。其中，
一汽集团和东风集团的纯电动乘用车累计销
量占比最低，分别只有1%和2.3%，转型速
度缓慢。

• 从纯电动乘用车销量占比的增长情况来看，
2019年中国纯电动乘用车市场的整体销量
占比相较2018年增长0.69%，2020年较
2019年增长约1%。而2021年则出现了快
速增长的情况，纯电动乘用车的销量占比相
较2020年增长了约7.8%。

但从汽车集团各自的表现来看，只有广汽
集团、上汽集团和长城汽车在2018-2021
年持续保持了纯电动乘用车销量占比增长

的态势，其余汽车集团都出现了不同程度
的波动。从增长幅度来看，除比亚迪、上
汽集团、长城汽车和广汽集团以外，2018-
2021年其余集团纯电动乘用车销量占比的
增速在各年度均低于中国整体纯电动乘用车
销量占比的增速。

• 从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达标情况来看，
2018-2021年，除比亚迪外，其余九家汽
车集团下属企业均至少出现一次乘用车平均
燃料消耗量不达标的情况。其中，东风集
团、上汽集团、一汽集团和长安集团下属企
业不达标次数较多。从2021年开始，随着
各家集团纯电动乘用车销量占比的增长，乘
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不达标情况有所改观。

 ● 在碳排放数据披露方面，企业急需提升披露质量；

在纳入评价的十家集团中，有七家公布了相
关碳排放 数据，其中五家公布了范围一和范围
二2碳排放数据，而吉利集团是唯一一家公布范
围三碳排放数据的汽车集团。长安集团、北汽集
团和奇瑞集团，则尚未公布碳排放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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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 首先，汽车制造商仍需加大汽车零碳化转型的

力 度 ， 尽 早 制 定 燃 油 车 退 出 的 时 间 表 ， 实 现
全面的汽车零排放转型。另一方面，由于汽车
制造商的销售结构中传统燃油车仍占据主导地
位，传统燃油车的燃料消耗效率影响着道路交
通碳排放的水平，汽车制造商在加快电动化转
型的同时也需改善其燃油车车型的燃料消耗效
率。

 ● 其 次 ， 汽 车 制 造 商 应 推 出 具 体 的 低 碳 转 型 规
划，包含明确的碳中和时间线、清晰的碳中和
范围界定以及可量化的阶段性减排目标。目前
被纳入评价的汽车集团中，仍有四家汽车集团
未出台相关的碳中和时间线。即使是已出台相
关时间线的汽车集团，其碳中和规划也缺乏明
确的碳中和范围界定或阶段性减排目标。

执行摘要

 ● 最后，汽车制造商应加强其碳排放数据的披露
及 相 关 数 据 的 细 致 程 度 （ 应 包 含 范 围 一 、 范
围二、范围三的碳排放数据）。碳排放数据披
露，是追踪企业碳减排承诺是否兑现的基础。
在被纳入评价的汽车集团中，目前仍有近半数
的汽车集团尚未公布其范围一和范围二的碳排
放数据。在已公布碳排放数据的企业中，只有
吉利集团一家公布了细致程度至范围三的碳排
放数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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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碳排放重要来源的汽车行业，在应对气候
变化和助力双碳目标达成上所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
特别是汽车保有量和销售量都较高的乘用车领域。

根据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下称中汽中心）测
算，2021年中国汽车行业全生命周期碳排放总量达
12亿吨二氧化碳当量(t CO2e)。其中，乘用车全生命
周期碳排放达7亿吨二氧化碳当量(t CO2e)3。乘用车
领域的脱碳进程势必会影响到中国“双碳”目标能否
顺利达成。

在乘用车全生命周期碳排放中，使用阶段碳排放
占比最高，这是汽车产业低碳化转型的重点方向。中
汽中心的测算显示，2021年中国乘用车车队全生命
周期碳排放中，74%的碳排放由燃料的生产和使用产
生，远超过汽车制造过程中所产生的碳排放。要实现
汽车使用阶段的低碳化，最有效的方式是提高以纯
电动汽车为代表的零排放汽车市场渗透率。在2021
年中国不同类型乘用车单车全生命周期平均碳排放
量中，纯电动乘用车的碳排放量最低，相较汽油乘用
车少43.4%，相较柴油乘用车少59.5% 4。在此背景
下，中国主要汽车集团的乘用车电动化转型和规划表
现将影响汽车行业的整体碳中和进程。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2021中国
汽车销量达2627.5万辆，比上年增长3.8%5。其中
新能源汽车表现最为亮眼，2021年新能源汽车销量
达352.1万辆，比上年增长1.6倍，占汽车总销量的
13.4%6。在新能源汽车快速增长的背景下，主要汽车
集团相继推出了电动化战略，加大在新能源领域的投
入。同时，为回应中国政府提出“争取2060年前实现
碳中和”的目标，部分汽车集团也提出了达到碳中和
的时间线和相关规划。基于以上背景，本报告将评估
主要汽车集团的低碳化转型表现。

第一章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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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评价对象

依据2021年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与中国汽车工
业协会共同发布的中国汽车工业整车二十强名单和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的乘用车2021年销量数据等
综合信息7，本研究选取了十家乘用车销量最高的中国
汽车集团作为研究对象，分别是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简称上汽集团）、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一汽集团）、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东
风集团）、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北汽集团）、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广汽集团）、浙江
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吉利集团）、中国长安汽
车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长安集团）、比亚迪股份有限

公司（简称比亚迪）、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长
城汽车）、奇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奇瑞集团）。

涉及集团下属企业时，本报告按照集团占有企
业股份比例的情况进行划分，股比达到或超过50%
的下属乘用车生产企业，会被纳入相应的汽车集团
进行评价。企业名单详见附表3。

本报告的评价范围以乘用车为主，暂未将商用车
纳入范围。报告中所提及的乘用车主要包括基本型乘
用车（轿车）、SUV（Sport Utility Vehicle，运动
型多用途车）和MPV（Multi-Purpose Vehicle，多
用途汽车）三类车型。

2021年中国各汽车集团乘用车市占率  |   图 2.1

东风集团
12.00%

一汽集团
14.48%

上汽集团
21.20%

其他
9.21%

比亚迪
3.48%

长安集团
8.06%

广汽集团
10.15%

奇瑞集团
4.36%

吉利集团
7.14%

北汽集团
4.95%

长城汽车
4.97%

第二章
中国主要汽车集团低碳化转型表现评价方法简介

原始数据来源：Marklines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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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评价方法

本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维度评价汽车集团的低碳
化转型表现：

1.产品脱碳表现
2.企业低碳转型规划
3.企业碳排放的数据披露情况

选取以上三个维度主要出于三方面的考虑。

首先，在乘用车全生命周期碳排放中，使用阶段
的碳排放占比最高。数据显示，乘用车使用阶段的碳
排放约占全生命周期碳排放的七成以上9，因此产品
脱碳环节的表现是衡量汽车集团低碳化转型进展的最
重要维度。鉴于此，本研究将这部分的评价权重设定
为71%。

其次，除了产品脱碳的表现，企业低碳转型规划
也反映了汽车制造商的转型决心和意愿，因此在评价
过程中也将企业的低碳转型规划纳入评价范围，评价
权重为21%。

最后，在汽车产业的供应商采购和生产制造环
节，由于相关碳排放数据缺乏披露以及数据统计口径
的差异，本次评价体系将只考虑碳排放总量和范围
一、范围二、范围三碳排放10数据的披露情况。评价
权重设为8%。

更细节的评价规则如下。

企业低碳转型规划的评价维度主要包括两项指
标：（1）碳中和与碳减排规划（权重为11%）；（2）
是否承诺到某一时间点时企业只销售零排放汽车11

（权重为10%）。

碳中和与碳减排规划指标包括以下评价细项： 
a. 企业是否设立碳中和时间表；b. 是否说明碳中和
目标适用范围，包括碳中和具体所指的范围以及是
否清晰说明碳中和目标涵盖范围一、二和三的碳排
放；c. 是否设立阶段性减排目标（较基准线至少五
年期），其中包括：是否设定整体碳减排目标(碳排

放强度或碳排放绝对量下降目标）、是否制造端减排
目标以及是否供应链端减排目标。

是否承诺到某一时间点时只销售零排放汽车这项
评价指标，则考虑两方面的要素：a. 企业是否明确
承诺只销售零排放汽车；b. 若是，则根据企业承诺
实现只销售零排放汽车的时间点再给予评价，承诺实
现只销售零排放汽车的时间节点越早，得分越高。需
要说明的是，由于插电混动型汽车在缺电的情况下仍
需内燃机驱动，仍会产生相应的碳排放，因此插电混
动型汽车并不归入零排放汽车。

产品脱碳表现的评价包括以下指标：（1）2010-
2 0 21年纯电 动乘 用车累计 销量（权 重 为10 %）； 
（2）2021年纯电动乘用车销量占比 （权重为15%）；
（3） 2018-2021年纯电动乘用车销量占比增长情况 
（权重为15%）；（4）2018-2021年纯电动乘用车累计
销量占比（权重为15%）；（5） 2018-2021年乘用车平
均燃料消耗量达标情况 （权重为16%）。

设定以上指标的依据在于：首先，目前汽车低碳
化转型的主要技术路线包括纯电动、燃料电池汽车和
插电混动汽车等方式。目前已有研究显示，中国的插
电混动汽车的实际油耗与标称值的差距较大12，并不
能带来预期减排效果，因此在评价过程中，暂不考虑
插电混动汽车的表现。另一方面，燃料电池汽车仍处
于起步阶段，市场规模过小。因此本报告对产品脱
碳上的评价主要关注企业在纯电动汽车的发展。最
后，由于目前绝大部分车企的销售结构仍以传统燃油
车为主，因此产品脱碳部分仍将汽车企业乘用车平均
燃料消耗量达标情况纳入评价范围。

在评价2010-2021年纯电动乘用车累计累计销
量这一指标评价时，依据各企业在2010-2021年纯
电动乘用车累计累计销量进行赋分，销量越高，得分
越高，销量越低，得分下降。

在评价2021年纯电动乘用车销量占比时，本研
究以2021年中国乘用车市场纯电动乘用车销量占比
（约12.8%13）为基准，对各大汽车集团2021年纯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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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乘用车销量占比进行评价。若汽车集团的纯电动乘
用车销量占比低于该基准越低，得分越低，高于该基
准越高，得分越高。

评价在2018-2021年纯电动乘用车销量占比增
长情况时，本研究以2018-2021年间各年度中国乘用
车中纯电动乘用车销量占比增长率为参考14，对比同
阶段各大汽车集团纯电动乘用车销量比例的变化情
况，根据增长幅度的不同给予相应的分数。若汽车集
团年度纯电动乘用车销量占比未增长，将不得分。

在评价2018-2021年纯电动乘用车累计销量占
比时，本研究以2018-2021年行业纯电动乘用车累
计销量占比为基准（6.19%15）进行相应评价。汽车集
团2018-2021年纯电动乘用车累计销量占比高于该
基准越高，得分越高，低于该基准越低，得分越低。

在评价2018-2021年集团下属企业乘用车平均燃
料消耗量达标情况时，本研究依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公
布的《中国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
积分核算情况表》进行评价。若汽车集团下属乘用车
企业在评价年度出现不达标情况，该汽车集团本年度
不得分。如果未出现不达标情况，将给予相应的分数。

最后，本研究将汽车集团碳排放量和范围一、范
围二、范围三碳排放量的数据披露情况作为碳排放数
据披露表现纳入评价范围。考虑到汽车企业范围三碳
排放量远高于范围一和范围二的排放量16，范围三碳
排放量披露对汽车企业规划脱碳路线至关重要。因
此，本报告在评价碳排放数据披露时，给予汽车集团
范围三碳排放数据披露情况更高的评价权重。

关于评价体系，见下表。

企业低碳转型规划评价

评分项 指标 描述 权重

1 碳中和与碳减排规划
• 设立碳中和时间
• 对碳中和目标范围作出说明
• 设立阶段性碳减排(较基准年至少五年期)目标

11%

2 承诺到某一时间点只销售零排放汽车 • 承诺到特定的时间点时只销售零排放汽车 10%

产品脱碳表现

评分项 指标 描述 权重

3 2010-2021年纯电动乘用车累计销量 • 2010-2021年纯电动乘用车累计销量 10%

4 2021年纯电动乘用车销量占比 • 2021年纯电动乘用车占集团乘用车总销量的比例 15%

5 2018-2021年纯电动乘用车销量占比增长情况 • 2018-2019年、2019-2020年和2020-2021年各
年间集团纯电动乘用车销量占比增长 15%

6 2018-2021年纯电动乘用车累计销量占比 • 2018-2021年集团纯电动乘用车累计销量占乘用
车累计销量的比例 15%

7 2018-2021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达标情况 • 2018-2021年各年度汽车集团下属企业乘用车平
均燃料消耗量达标情况 16%

中国主要汽车集团低碳化转型表现评价指标  |   表 2.1

第二章
中国主要汽车集团低碳化转型表现评价方法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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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数据披露评价

评分项 指标 描述 权重

8 碳排放数据披露 • 汽车集团碳排放量披露以及范围一、范围二和范
围三的碳排放量披露 8%

2.3  数据来源

除非特殊说明外，本研究涉及的信息、数据均从
公开渠道获得。本研究通过参考工业和信息化部（以
下简称工信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和市场监管总局
共同公布的《中国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
源汽车积分核算情况表》来获取乘用车平均燃料消
耗量达标数据。研究通过Marklines（全球汽车产业
平台）的数据库获取各集团企业的年度销售数据。本
研究还参考了各大汽车集团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报
告（CSR）和环境、社会与治理报告（ESG）以及其他
可从公开渠道获得的信息。本研究所采用的年度数
据截止到2021年，其他数据统计工作至2022年7月
已全部完成。

中国主要汽车集团低碳化转型表现评价指标（续）  |   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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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结果及主要发现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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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总体结果

总分 产品脱碳表现（71%） 企业低碳转型规划（21%） 碳排放数据披露（8%）

比  亚  迪 72 64 4 4

长城汽车 46 38 4 4

上汽集团 32 31 0 1

吉利集团 30 13 9 8

北汽集团 23 16 7 0

奇瑞集团 21 21 0 0

广汽集团 20 11 5 4

长安集团 17 13 4 0

东风集团 11 5 2 4

一汽集团 8 3 4 1

中国主要汽车集团低碳化转型表现得分  |   表 3.1

3.2  企业低碳转型规划评价

1）碳中和及碳减排规划

自中国于2020年提出“双碳”目标以来，各大车
企都正在加速研究和制定碳中和规划。企业碳中和
规划的出台，反映了汽车集团对于碳中和目标的重
视程度。根据评价结果，十家汽车集团中，仍有上汽
集团、东风集团、奇瑞集团和比亚迪尚未公布碳中
和规划。

在已公布碳中和规划的汽车集团中，绝大部分企
业碳中和规划缺乏明确的边界定义，或阶段性的减排
目标。

被纳入评价的十家汽车集团中，长安集团、吉利
集团、长城汽车、北汽集团、一汽集团和广汽集团等
六家汽车集团公布了其实现碳中和的时间点。其中，
有三家汽车集团承诺或规划碳中和时间点为2045
年，其余汽车集团的碳中和时间点在2050年或2050
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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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集团 碳中和时间点 相关表述

上汽集团 - -

长安集团
2045年

（仅指长安汽车）
长安汽车双碳目标：2027年实现碳达峰，2045年实现碳中和17。

吉利集团 2045年 吉利集团2045年实现全链路碳中和；吉利汽车2045年实现碳中和，碳中和目标规
划包含“使用端”、“制造端”和“供应端”三个方面。18

东风集团 - -

长城汽车 2045年 报告期内长城汽车发布“2025战略”目标，加速企业低碳智能升级， 
计划2045年全面实现碳中和。19

比  亚  迪 - -

北汽集团 2050年 北汽集团“双碳”行动的目标是全力在2025年实现碳达峰， 
2050年实现产品全面脱碳、运营碳中和。20

奇瑞集团 - -

一汽集团 2053年 中国一汽计划到2053年，基本达到净零排放水平，具备实现碳中和能力。21

广汽集团 2050年 广汽集团承诺，将于2050年前（挑战2045年）实现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碳中和。22

中国主要汽车集团碳中和规划  |   表 3.2

就碳中和适用范围的说明来看，在已承诺碳中和
的六家汽车集团中，吉利集团关于碳中和目标的界定
相较其他企业更为清晰。其业务主体吉利汽车碳中
和目标规划包含“使用端”、“制造端”、“供应端”三
个方面，并以此为基础制定相应的减排路径。广汽集
团提出的是“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碳中和”，北汽集团
提出的则是“产品全面脱碳和运营碳中和”。但需要
指出的是，这些描述仍未明确其碳中和目标是否涵盖
范围一、范围二和范围三的碳排放，碳中和规划质量
仍有改善的空间。

而在阶段性碳减排目标（较基准线至少五年期）
设定上，只有吉利、东风 和北汽三家汽车集团设定
了相应的阶段性碳减排目标，其余车企均未设立。此
外，吉利集团的业务主体吉利汽车设定了供应链端和
制造端的碳减排目标。

第三章
评价结果及主要发现

注：- 代表没有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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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集团 整体碳减排目标 制造端和供应链端碳减排目标

上汽集团 - -

长安集团 - -

吉利集团
吉利汽车：

到 2025 年单车全链路碳排放减少 25% 以上（以 
2020 年为基准年）。24

吉利汽车：

• 各车系供应端碳排放量减少20%；25

• 制造端减排50%26。

东风集团 到2025年碳排放强度将在2021年的基础上再降低
15%。27 -

长城汽车 - -

比  亚  迪 - -

北汽集团 “十四五”期间单位产值碳排放下降21%，单车碳排
放下降24%。28 -

奇瑞集团 - -

一汽集团 - -

广汽集团 - -

中国主要汽车集团阶段性减排目标23   |   表 3.3

2）承诺到某一时间点时只销售零排放汽车

由于在汽车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中，汽车在使用
阶段的碳排放占比最高，汽车制造商在产品端的净零
排放就显得格外重要。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COP26）上，100多个国家
政府、城市、州和主要企业签署了《关于零排放汽车
和厢型车的格拉斯哥宣言》，承诺到2035年在全球
“主要市场”只销售零排放汽车，到2040年在全球
范围内只销售零排放汽车29。其中签署宣言的汽车企
业包括福特汽车、通用汽车和梅赛德斯-奔驰等。

比亚迪是唯一一家签署该宣言的中国汽车制造
商，并于2022年4月对外宣布，将停止传统燃油车的
生产，将集中注意力发展纯电动和插电混动汽车30。
尽管插电混动汽车在亏电状态下，仍需内燃机驱动，
进而产生碳排放，但比亚迪这一举措对推动中国汽车
产业的低碳化转型仍将发挥引领作用。

除比亚迪以外，在被纳入此次评价的汽车集团
中，目前仍无一家承诺将只销售零排放汽车。

注： 1. - 代表没有相关信息 
2. 本表根据集团官方渠道公布的信息汇总统计，其他非官方渠道发布或转载的信息未予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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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产品脱碳表现

1）主要汽车集团的乘用车电动化转型表现

a)  各汽车集团纯电动乘用车累计销量情况

以纯电动汽车为代表的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
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31。

 ● 第一阶段：2009年之前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探索
阶段。中国汽车工业从起步到成长，经历了较长
时间的摸索，电动化等新能源方面开展了一些
早期的研究、投入和探索。2001年开始的中国
“十五”期间，国家863计划电动汽车重大专项
启动。32 2006-2010年“十一五”期间，中国投
资11亿元启动国家863计划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重
大项目33。

 ● 第二阶段：2009-2013年。2009年3月，国务
院发布了《汽车产业调整与振兴规划》，其中针
对电动汽车产销规模化制定了目标，推广使用
节能和新能源汽车成为十一项政策措施之一。34 
2010年底，新能源汽车产业被国务院确定为中
国七大战略重点新兴产业之一。35 随后，一些试
点计划和补贴政策开始推出。但受限于当时的技
术、配套设施和市场认知等多方面因素，纯电动
等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仍然存在很多问题。通过对
Marklines的数据整理显示，2010-2013年，中
国纯电动乘用车销量仅为22,386 辆。36

 ● 第三阶段：2014-2017年，新能源汽车市场开始
兴起。随着政策的调整、燃油车限购等规定的执
行，再加上受到电动车等新能源汽车技术的升级
迭代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新能源汽车市场开始升
温。以纯电动技术为代表的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开
始逐步增长。同时，这也促进了汽车企业的投入
增加、配套设施的完善和公众认知的改变，奠定
了中国纯电动等新能源汽车行业进入下一个阶段
的基础。2017年，中国出台了《汽车产业中长期
发展规划》37，为中国汽车产业逐步向新能源化
过渡做出了战略引导。同时，对企业的传统燃料

汽车油耗和新能源汽车生产比例进行要求的“双
积分”政策出台，这一政策成为汽车企业持续发
展新能源汽车的压力和动力。通过对Marklines
的数据整理显示，2014-2017年，中国纯电动乘
用车销量达到847,939辆38。

 ● 第四阶段：2018年以后，随着“双积分”政策执
行，新能源汽车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中国各大汽
车集团结合自身发展状况和战略，相继推出纯电
动等新能源乘用车，以响应政策和市场的变化。
同时，限购等因素的影响、技术的飞跃、配套设
施的完善、消费者认知的改变等因素都推进了纯
电动等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成熟，纯电动乘用车销
量开始加速增长。通过对Marklines的数据整理
显示，2018-2021年，中国纯电动乘用车累计销
量猛增到5,271,331辆，大约是上一阶段销量的
621.7%，从2010年至2021年中国纯电动乘用车
累计销量为6,141,656辆39。

纳入评价的十家汽车集团2010-2021年纯电动
乘用车累计销量情况如图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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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顾 这十 家 汽 车 集 团 纯电 动 乘 用车 的历史 销
售情况，2010-2021年这十家集团的纯电动乘用车
累计销量总和占同期中国纯电动乘用车累计销量的
71.67%。2010-2021年上汽集团的纯电动乘用车累
计销量约为107万辆，位居首位；作为中国乘用电动
汽车的早起推动者之一的比亚迪紧随其后，同期累计
销量约82万辆；北汽集团约为55万辆，位居第三。其
余集团同期纯电动乘用车累计销量均低于40万辆。
其中，一汽集团同期累计销量约13万辆，位列十家汽
车集团的末尾。

2010-2021年中国主要汽车集团纯电动乘用车累计销量   |   图 3.1

单位：辆 累计纯电动乘用车销量

一汽集团

长安集团

长城汽车

奇瑞集团

广汽集团

吉利集团

比 亚 迪

东风集团

北汽集团

上汽集团

600,000200,000 800,000 1000,000 1200,000400,0000

数据来源：Marklines

b)   2021年纯电动乘用车销量占集团乘用车总销量的
比例

2021年，中国纯电动汽车市场呈现快速增长的
趋势。通过对Marklines的数据整理显示，乘用车全
年总销量约2109万辆，其中纯电动乘用车全年总销
量269.9万辆，纯电动乘用车占比大约12.8%40。纳入
本次评价的十家汽车集团纯电动乘用车销售总量接
近171.8万辆。2021年各大集团乘用车销量中纯电动
汽车销量占比如图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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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2021年是纯电动乘用车销量快速增长的一
年，但从这十家汽车集团的纯电动乘用车销量占比来
看，只有比亚迪、上汽集团和长城汽车这三家车企的
数据超过或接近中国乘用车销量中纯电动乘用车的
占比，对电动化转型有相应的带动作用。

比亚迪作为中国纯电动汽车的先行者，自2010
年率先试水纯电动汽车领域，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其
纯电动乘用车的销量占比已达到43.67%，这一成绩
远远领先纳入评价的其他的汽车集团。

近 几 年，上 汽 集 团 凭 借 热 销 车 型“ 五 菱 宏 光
MiniEV”（2021年该车型销量约42.6 万辆），纯电
动乘用车销量占比快速提升。不过，由于2021年上汽
集团乘用车总销量约447万辆，纯电动乘用车占集团

乘用车总销量的比例为13.8%，仅略高出中国电动乘
用车整体销量占比。长城汽车集团纯电动乘用车的销
量占比接近行业平均水平，2021年约为12.9%。

东风集团、吉利集团、北汽集团和一汽集团2021
年乘用车的销量均不足本集团乘用车总销量的5%，
远远低于2021年中国乘用车市场纯电动乘用车的销
量占比（约12.8%），对整个行业的低碳化转型的拉
动不利。其中，北汽集团作为较早踏入纯电动汽车领
域的汽车集团，其曾于2017-2019年连续三年位居十
家集团纯电动乘用车销量的榜首，但近几年其纯电动
乘用车销量下滑。2021年北汽集团纯电动乘用车总
销量仅有36,259辆，位列十家集团最后一位，不足其
纯电动乘用车历史销量最高年份的四分之一。

2021年中国主要汽车集团纯电动乘用车销量占比   |   图 3.2

2021年集团纯电动乘用车销量占比 2021年中国乘用车销量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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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018-2021年纯电动乘用车销量占比变化情况

2018年开始，在政策扶持、技术迭代、产品成
熟、配套完善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纯电动汽车日益
获得市场认可，行业步入增长期。从纯电动乘用车的
整体增长趋势来看，出现了平缓增长乃至井喷式增长

的趋势（见下图），2019年中国乘用车总销量中纯电
动乘用车的销量占比相较2018年增长0.69%，2020
年相较2019年增长约1%。2021年则出现了爆发式增
长，2021年中国纯电动乘用车销量占比相较2020年
增长了约7.8%。

2010-2021年中国主要汽车集团纯电动乘用车销量变化情况   |   图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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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21年中国乘用车总销量中纯电动乘用车销量占比   |   图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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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评价依据十家汽车集团2018-2021年的纯
电动乘用车销量占比的年度变化情况以及行业平均
数据，衡量各集团在这一阶段推进产品脱碳化方面的
综合表现。

从集团纯电动乘用车销量占比的年度变化情况
来看，在2018年到2021年间，只有广汽集团、上汽
集团和长城汽车持续保持了纯电动乘用车销量占比
增长的趋势，其余汽车集团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波动
（见下图）。其中，北汽集团在2019-2020年出现了
较大幅度的衰退，从2019年约9%的纯电动乘用车销
量占比下降到2020年约2.7%。除此之外，奇瑞集团
和长安集团在2018-2020年度纯电动乘用车销量占
比持续下滑。

从增长幅度来看，2018-2021年，除比亚迪、上
汽集团、长城汽车和广汽集团以外，其余 企业纯电
动乘用车销量占比的增速均低于行业平均水平。以
2018-2021年各年度中国乘用车中纯电动销量占比
增长率为基准 线，只有比亚 迪、上汽 集团、长 城汽
车、广汽集团在个别年度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高于行
业平均水平的增幅。以2020-2021年度为例，比亚迪
和上汽集团的纯电动乘用车销量占比增长率均高出
行业平均水平（2020年-2021年中国乘用车市场纯
电动乘用车占比增长率约7.8%），其中比亚迪高出近
4.5%，其余八家汽车集团均低于行业增长率。

2018-2021年中国主要汽车集团乘用车销量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变化   |   图 3.5

2018年乘用车中纯电动销量占比 2019年乘用车中纯电动销量占比

2020年乘用车中纯电动销量占比 2021年乘用车中纯电动销量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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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2018-2021年纯电动乘用车累计销量占比

考虑到2021年是中国电动汽车销量快速增长的

一年，而部分企业在电动化的投入和销售会部署得

更早，本部分也对2018-2021年度各集团纯电动乘

用车累计销量与集团乘用车累计总销量进行了比较。
同时，我们还参考了2018-2021年中国整体市场新售
乘用车中纯电动汽车占比情况，以衡量这十家汽车集
团是否达到或超过了中国纯电动乘用车累计销量占
比的平均水平。

中国主要汽车集团2018-2021年度纯电动乘用车销量占比变化与行业平均水平对比   |   图 3.6

2018-2019年乘用车纯电动销量占比增长率较行业平均水平（0.69%）差值

2019-2020年乘用车纯电动销量占比增长率较行业平均水平（1.01%）差值

2020-2021年乘用车纯电动销量占比增长率较行业平均水平（7.84%）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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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21年中国主要汽车集团纯电动乘用车累计销量占比   |   图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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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比亚迪一枝独秀，其2018-2021年
纯电动乘用车累计销量占比高达33.49%，大幅领先
平均水平，奇瑞集团、北汽 集团和长城汽 车同期纯
电动乘用车累计销量占比分别为8.91%、6.42%和
6.26%，略微高于平均水平。与之相对，其余六家集
团均低于平均水平。

一汽集团2018-2021年度纯电动乘用车销量与
同期集团乘用车总销量相比，占比仅为1.07%，远远
低于同时期行业平均水平，也与一汽集团在中国乘用
车领域的销量和所处地位相去甚远，在该项评价中
位列十家集团的倒数第一。

2）2018-2021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达标情况 

由于燃油车仍主导中国的乘用车销量结构，汽车
产品端的低碳化一方面取决于纯电动车对传统燃油
车的替代，另一方面也取决于汽车集团传统燃油车
型的燃料消耗情况。

根据工信部公布的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

情况41，本研究针对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达标
情况进行了统计，并评价了相应汽车集团下属的乘用
车生产企业平均燃料量消耗达标情况。（在评价各集
团时，将其控股股权达到50%及以上的乘用车生产
企业的平均燃料消耗情况纳入评价范围）。

统计发现，从2018-2021年，除比亚迪外，其余
九家汽车集团下属的汽车企业均出现至少一次乘用
车平均燃料消耗量不达标的情况。其中东风集团、上
汽集团、一汽集团和长安集团下属乘用车生产企业不
达标次数较多（见表3.4）。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奇瑞集团、北汽集团和
长城汽车在2018-2021年纯电动乘用车累计销量占
比高于行业平均水平，这三家汽车集团仍在不同年份
出现了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不达标的情况。其中，
奇瑞集团和北汽集团在上述几年中每年都存在其下
属乘用车生产企业未达标的情况。这也说明，要达到
最大的碳减排效益，企业在发展电动车的同时，也须
注重传统燃油车队燃料效率的提升。

集团
2018纳入评
价的集团下
属企业个数

2018不达
标下属企业

次数

2019纳入评
价的集团下
属企业个数

2019不达
标下属企业

次数

2020纳入评
价的集团下
属企业个数

2020不达
标下属企业

次数

2021纳入评
价的集团下
属企业个数

2021不达
标下属企业

次数

上汽集团 7 4 7 6 7 6 7 5

东风集团 11 10 11 9 11 11 7 5

一汽集团 7 3 6 4 6 5 5 2

北汽集团 14 6 14 8 13 6 13 8

吉利集团 3 0 4 1 6 4 6 3

奇瑞集团 4 1 4 2 4 3 4 3

广汽集团 6 4 6 3 6 5 6 4

比  亚  迪 2 0 2 0 2 0 2 0

长城汽车 1 0 1 0 1 1 2 0

长安集团 7 4 7 6 5 5 5 3

2018-2021年中国主要汽车集团下属企业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不达标次数   |   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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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维度来看，2018-2020年吉利集团、一汽

集团和奇瑞集团三家集团下属企业乘用车平均燃料

消耗量不达标次数在增加。这一方面受汽车集团的

燃油车为主的销售结构及传统燃油车燃料效率所影

响，另一方面也受到其电动车销量占比下滑的影响。

奇瑞集团从2018年的纯电动乘用车销量占比10.93%

下降到2020年的6.34%，吉利集团则从2018年的纯

电动销量占比3.44%下降到2020年的1.71%。

从2021年开始，随着各家集团纯电动乘用车销
量占比快速增长，企业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达标情
况有所改观。上汽集团、长城汽车和长安集团2021
年纯电动乘用车销量占比相较2020年有较大幅度的
提升，2021年其下属企业的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
不达标次数有所降低。但随着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
标准的持续加严，达标难度也日益加剧。只有更有雄
心的电动化转型和传统车型的节能降耗，车企才能
满足日益趋严的监管要求。

2018-2021年中国主要汽车集团下属企业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不达标情况   |   图 3.8

2018年集团下属企业 
不达标次数

2019年集团下属企业 
不达标次数

2020年集团下属企业 
不达标次数

2021年集团下属企业 
不达标次数

0

8

4

12

2

10

6

上汽集团

东风集团

长安集团

奇瑞集团

吉利集团

北汽集团

一汽集团

广汽集团

长城汽车
比亚迪

数据来源：工信部



 25

3.4  碳排放数据披露评价 

鉴于各主要汽车制造商在范围一、范围二和范围
三碳排放数据的统计口径和计算方法之间存在差异，
目前各企业的范围一、范围二和范围三碳排放数据缺
乏横向和纵向可比较性。因此，本部分评价只考虑各
汽车制造商碳排放数据的披露情况。

通过整理各家企业所发布的环境、社会和管治
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发现，在
被纳入评价的十家汽车集团中，有七家公布了相关碳
排放数据，其中五家公布了范围一和范围二碳排放数
据，而吉利集团是唯一一家公布了范围三碳排放数据
的汽车集团。长安集团、北汽集团和奇瑞集团则未公
布碳排放数据。

集团 范围一碳排放数据 范围二碳排放数据 范围三碳排放数据 碳排放量数据 最新数据公开年份

上汽集团 2021年

长安集团 2021年

吉利集团 2021年

东风集团 2021年

长城汽车 2021年

比  亚  迪 2021年

北汽集团 2021年

奇瑞集团 -

一汽集团 2020年

广汽集团 2021年

中国主要汽车集团碳排放量、范围一、范围二和范围三碳排放数据披露情况   |   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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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行业作为碳排放的重要来源，影响着中国
“双碳”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如何加速汽车产业的低
碳化转型，是未来一段时间各大汽车制造商需要面
对的重要议题。基于本研究的相关发现，针对主要的
汽车制造商有以下低碳化转型建议：

首先，汽车制造商需加大汽车零 碳化转型的力
度，尽早制定燃油车退出的时间表，实现全面的汽车
零排放转型。尽管2021年是中国新能源汽车爆发式
增长的一年，但从更详细的数据分析来看，这种增长
趋势呈现出不均衡的状态。电动车增长主要来自于
比亚迪、上汽集团和长城汽车等企业。而位居中国汽
车销量头部的一汽集团、东风集团、吉利集团和广汽
集团等企业的电动化转型仍较缓慢，产品结构仍以
燃油车为主导。另外，在产品脱碳方面，汽车制造商
在加快零排放转型的同时也需提升其燃油车的燃料
消耗效率。

其次，汽车制造商应推出具体的低碳转型规划，
包含明确的碳中和时间线、清晰的碳中和范围界定和
可量化的阶段性减排目标。目前被纳入评价的头部汽
车集团中，仍有四家尚未公布相关的碳中和时间线。
而在已公布碳中和时间线的汽车集团中，大部分也缺
乏明确的碳中和范围界定或阶段性碳减排目标。

最后，汽车制造商应加强其碳排放数据的披露
及相关数据的细致程度（应包含范围一、范围二、范
围三的碳排放数据）。碳排放数据披露，是追踪企业
碳减排目标落实情况的基础。研究发现，在被纳入评
价的汽车集团中，目前仍有近半数的汽车集团尚未公
布其范围一和范围二的碳排放数据的情况。在已公
布碳排放数据的企业中，只有吉利集团一家公布了细
致程度至范围三的碳排放数据情况。

第四章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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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汽车 
集团

总分 碳中和与
碳减排
规划

（11%）

承诺到某
一时间点
只销售
零排放
汽车

（10%）

2010-
2021年

纯电动乘
用车累计

销量

（10%）

2021纯
电动乘
用车 

销量占比

（15%）

2018-
2021年

纯电动乘
用车销量
占比增长

情况

（15%）

2018-
2021年
纯电动

累计销量
占比

（15%）

2018-
2021年

乘用车平
均燃料消
耗量达标

情况

（16%）

碳排放数
据披露

（8%）

比  亚  迪 72 0 4 8 15 10 15 16 4

长城汽车 46 4 0 2 9 6 9 12 4

上汽集团 32 0 0 10 10 5 6 0 1

吉利集团 30 9 0 3 0 2 4 4 8

北汽集团 23 7 0 5 0 2 9 0 0

奇瑞集团 21 0 0 3 7 1 10 0 0

广汽集团 20 5 0 2 3 4 2 0 4

长安集团 17 4 0 3 3 1 6 0 0

东风集团 11 2 0 2 0 2 1 0 4

一汽集团 8 4 0 1 0 2 0 0 1

中国主要汽车集团低碳化转型表现得分  |   附表1



 29

企业低碳转型规划 21% 21

评分项 指标 描述 权重 分数

1 碳中和与碳减排
规划

该项指标的评价维度：
• 是否设立并公布碳中和时间；
• 是否说明碳中和适用范围, 包括: 

1）说明碳中和范围；
2）清晰陈述碳中和覆盖范围一、二、三的碳排放）；

• 是否设定阶段性碳减排目标（时间至少五年）, 包括: 
1）是否设定整体碳减排目标（碳排放强度或碳排放绝对量下降目标）;
2）是否设定制造端的碳减排目标; 
3）是否设定供应链端的碳减排目标。 

11% 11

2
承诺到某一时间点
时只销售零排放

汽车

该项指标的评价维度：
• 汽车集团是否承诺到某一时间点时只销售零排放汽车；
• 再根据汽车集团所承诺只销售零排放汽车时间点，给予相应的分数。

10% 10

产品脱碳表现 71% 71

评分项 指标 描述 权重 分数

3 2010-2021年纯电
动乘用车累计销量

根据2010-2021年集团纯电动乘用车在中国市场的累计销量情况进行评分，
累计销量越高，得分越高。 10% 10

4 2021年纯电动乘用
车销量占比

以2021年中国乘用车市场纯电动乘用车销量占比（约12.8%42）为基准，对
各大汽车集团的纯电动乘用车销量占比进行评价。若汽车集团的纯电动乘用
量占比高于该基准越高，得分越高；纯电动车销量占比低于该基准越低，得
分越低。

15% 15

5
2018-2021年纯电
动乘用车销量占比

增长情况

以2018-2021年间各年度中国乘用车中纯电动乘用车销量占比增长率为参考
线43，对比同阶段汽车集团的纯电动乘用车销量比例的变化情况，根据增长幅
度的不同给予相应的分数。若汽车集团年度纯电动乘用车销量占比未增长，将
不得分。

15% 15

6
2018-2021年纯电
动乘用车累计销量

占比

以2018-2021年行业纯电动乘用车累计销量占比为基准（6.19%44），对各
大汽车集团2018-2021年纯电动乘用车累计销量占比进行评价。汽车集团
2018-2021年纯电动乘用车累计销量占比高于该基准越高，得分越高，低于
该基准越低，得分越低。

15% 15

7
2018-2021年乘用
车平均燃料消耗量

达标情况

依据2018-2021年集团下属企业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达标情况进行评价。
在各年度中，若汽车集团下属乘用车企业出现不达标情况，该汽车集团在这
项评价中将不得分。如果未出现不达标情况，将给予相对应的分数。

16% 16

碳排放数据披露 8% 8

评分项 指标 描述 权重 分数

8 碳排放数据披露 该项指标的评价维度：
• 汽车集团碳排放量披露以及范围一、范围二和范围三的碳排放量披露。 8% 8

中国主要汽车集团低碳化转型表现评分标准  |   附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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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本次评价的十家汽车集团下属企业名单   |   附表3

序号 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集团

1 长安马自达汽车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长安汽车集团

2 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长安汽车集团

3 长安标致雪铁龙汽车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长安汽车集团

4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长城汽车股份

5 重庆长安铃木汽车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长安汽车集团

6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长安汽车集团

7 郑州日产汽车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8 神龙汽车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9 神龙汽车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0 浙江豪情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吉利控股集团

11 浙江吉利汽车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吉利控股集团

12 河北长安汽车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长安汽车集团

13 江西昌河铃木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北京汽车集团

14 江西昌河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北京汽车集团

15 江西志骋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北京汽车集团

16 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比亚迪汽车

17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比亚迪汽车

18 枫盛汽车(江苏)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吉利控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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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本次评价的十家汽车集团下属企业名单（续）   |   附表3

附表

序号 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集团

19 日照魏牌汽车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长城汽车股份

20 成都高原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吉利控股集团

21 广汽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广州汽车集团

22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广州汽车集团

23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广州汽车集团

24 广汽乘用车(杭州)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广州汽车集团

25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广州汽车集团

26 广汽三菱汽车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广州汽车集团

27 广州汽车集团乘用车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广州汽车集团

28 广州汽车集团乘用车(杭州)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广州汽车集团

29 山西新能源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吉利控股集团

30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奇瑞集团

31 奇瑞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奇瑞集团

32 奇瑞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奇瑞集团

33 奇瑞捷豹路虎汽车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奇瑞集团

34 奇瑞商用车(安徽)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奇瑞集团

35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36 天津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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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本次评价的十家汽车集团下属企业名单（续）   |   附表3

序号 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集团

37 大庆沃尔沃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吉利控股集团

38 四川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39 合肥长安汽车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长安汽车集团

40 北汽银翔汽车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北京汽车集团

41 北汽蓝谷麦格纳汽车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北京汽车集团

42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北京汽车集团

43 北汽瑞翔汽车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北京汽车集团

44 北汽新能源汽车常州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北京汽车集团

45 北汽云南瑞丽汽车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北京汽车集团

46 北汽(镇江)汽车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北京汽车集团

47 北汽(广州)汽车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北京汽车集团

48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北京汽车集团

49 北京汽车集团越野车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北京汽车集团

50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北京汽车集团

51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北京汽车集团

52 北京汽车制造厂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北京汽车集团

53 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北京汽车集团

54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北京汽车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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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纳入本次评价的十家汽车集团下属企业名单（续）   |   附表3

序号 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集团

55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56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57 东风雷诺汽车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58 东风裕隆汽车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59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60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61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62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63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64 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65 东风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66 东风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67 东风悦达起亚汽车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68 东风小康汽车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69 东风小康汽车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70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

71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

72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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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本次评价的十家汽车集团下属企业名单（续）   |   附表3

序号 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集团

73 上汽通用东岳汽车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

74 上汽通用(沈阳)北盛汽车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

75 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

76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

77 一汽海马汽车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78 一汽吉林汽车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79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境内乘用车生产企业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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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中国汽车低碳行动计划（2022）执行摘
要：面向碳中和的汽车行业低碳发展战略与转型路径.http://
www.auto-eaca.com/a/chengguofabunarong/
ziliaoxiazai/zhongguoqichedit/2022/0728/561.html 

2. 注：按照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术语解
释，本报告中“范围一”排放指的是产生自该汽车集团拥有或
控制的排放源的直接温室气体（GHG）排放。“范围二”排放
指的是与该集团购买的发电、产生热或蒸汽有关的间接GHG
排放。“范围三”排放是所有其它间接排放，即与开采和生产
采购的原料、燃料和服务有关的排放。（详情请见https://
www.ipcc.ch/site/assets/uploads/2018/02/AR5_WG3_
glossary_ZH.pdf ）

3.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中国汽车低碳行动计划（2022）执行摘
要：面向碳中和的汽车行业低碳发展战略与转型路径.http://
www.auto-eaca.com/a/chengguofabunarong/
ziliaoxiazai/zhongguoqichedit/2022/0728/561.html  

4. 同上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2021 年中国汽车工业经济运行报告, 
http://lwzb.stats.gov.cn/pub/lwzb/tzgg/202205/
W020220511403033109667.pdf  

6. 同上 

7. 中汽协会行业信息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工业整车二十强、
零部件三十强企业信息http://www.caam.org.cn/chn/1/
cate_148/con_5234321.html 

8. Marklines，全球汽车产业平台，依托其专业的数据库，向社会
各界提供与汽车行业相关的数据服务。网址为 https://www.
marklines.com 

9.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中国汽车低碳行动计划（2022）执
行摘要：面向碳中和的汽车行业低碳发展战略与转型路径. 
http://www.auto-eaca.com/a/chengguofabunarong/
ziliaoxiazai/zhongguoqichedit/2022/0728/561.html 

10. 注：按照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术语解
释，本报告中“范围一”排放指的是产生自该汽车集团拥有或
控制的排放源的直接温室气体（GHG）排放。“范围二”排放
指的是与该集团购买的发电、产生热或蒸汽有关的间接GHG

排放。“范围三”排放是所有其它间接排放，即与开采和生产
采购的原料、燃料和服务有关的排放。（详情请见https://
www.ipcc.ch/site/assets/uploads/2018/02/AR5_WG3_
glossary_ZH.pdf ）

11. 注：本报告所指的零排放汽车主要包括纯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
汽车。

12.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Clean Transportation: Real-
world Usage of Plug-in HybridElectric. https://theicct.org/wp-
content/uploads/2021/06/PHEV-white-paper-sept2020-0.pdf  

13. 依据Marklines的数据核算得出，具体通过2021年中国纯电动
乘用车总销量除以2021年中国乘用车总销量计算而出。数据来
源： https://www.marklines.com 

14. 根据从Marklines上获取的原始数据，本报告将中国纯电动乘
用车总销量占当年所有乘用车总销量的比例和相邻年度的比例
变化，作为行业平均增长情况。据此核算，2018-2019年中国纯
电动乘用车销量占比增长率为0.69%，2020-2019年增长率为
1.01%，2020-2021年增长率为7.8% 。

15. 依据Marklines的数据核算得出，具体通过2018-2021年中国
纯电动乘用车累计销量除以同期中国乘用车累计销量计算而
出。数据来源： https://www.marklines.com

16. 关于中国汽车企业范围一、范围二和范围三碳排
放量的估算，详见：http://www.auto-eaca.
com/a/chengguofabunarong/xingyezixun/
zhongguoqichedita/2021/0129/386.html 

17. 2021年长安汽车社会责任报告.  http://www.szse.cn/
disclosure/listed/bulletinDetail/index.html?352e72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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