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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年交付10万辆
都仅“一步之遥”

财报数据显示，蔚来、小鹏、
理想这三家“造车新势力”中，蔚
来全年累计交付91429辆、小鹏全
年累计交付98155辆、理想全年交
付90491辆，相比去年同比增速分
别为109 . 1%、263 . 0%和177 . 4%，
增长势头显著。

不过，小鹏汽车迅速扩张的
代价，是净亏损进一步增大。
2021年，小鹏汽车净亏损达48 . 6
亿元，高于2020年的29 . 92亿元。
横向来看，小鹏汽车净亏损也高
于同为“造车新势力”的蔚来和
理想，2021年，蔚来净亏损40 . 2
亿，而理想仅为3 . 2亿。

有车企研发人员向中新财
经透露，普遍来说，一个标准工
厂的年产能在1 0万辆左右。产
能虽然够，也需要有相应的市
场容量能容纳这些产能。对于
车企而言，如果年产销能达到
1 0万辆，也能说明工厂处于较
好的运营状态。

跟不跟风涨价
三车企态度不一

自2022年以来，新能源汽车
的“涨价潮”汹涌而来，传统车
企、“造车新势力”轮番涨价，而
蔚来、小鹏、理想三家对于涨价
一事，态度不一。

3月18日，小鹏汽车官方宣

布涨价，不同车型价格上调幅
度为1 . 01万-2万元不等。小鹏
汽车董事长何小鹏在26日对媒
体回应称：“动力电池涨价幅度
超出想象，预计明年二至三季
度将改善。”

3月23日，理想汽车官方微博
宣布，理想ONE车型售价将上调
1 . 1 8万元，调整后最新售价为
34 . 98万元。对此，理想汽车CEO
李想表示：“二季度电池成本上
涨的幅度非常离谱。”并对此作
出了解释：目前，和电池厂商已

经合同确定了二季度电池涨价
幅度的品牌，基本上都立刻宣布
了涨价。还没有涨价的，大部分
是涨价幅度还没有谈妥的，等待
谈妥后也普遍会立刻涨价。

与小鹏、理想万元级的涨幅
相对照的，则是蔚来汽车的态
度，蔚来已经明确表示：近期暂
不涨价。

3月25日，蔚来董事长李斌
在四季度及全年财报会上表
示：“当下，我们针对产品还没
有涨价的想法”。至于不涨价的

原因，他补充道：“蔚来在销量
提升了以后，很多分摊的成本
下降了不少。”

不过，虽然蔚来已确定近期
不涨价，但李斌还是对于产业链
成本深表担忧。他强调：“从去年
Q3、Q4开始到今年，电池上游原
材料的成本确实增长得非常多，
整个产业链都要一起来分担上
涨的压力。”他还表示：“今年，蔚
来有产品提升计划。届时将根据
市场、原材料价格，制定新的价
格策略。”

从净亏数据来看
理想最接近盈利

财报显示，在营收方面，
2021年蔚来汽车为361 . 4亿元、
小鹏汽车为209 . 9亿元，理想汽
车为270 . 1亿元。而在毛利率方
面，蔚来汽车为18 . 9%，小鹏汽车
为12 . 5%，理想汽车为21 . 3%。

从净亏损数据和毛利率上看，
最为接近盈利的是理想。2021年，理
想汽车净亏损仅3 .2亿元。实际上，
理想汽车在2021年第四季度已经实
现单季盈利，这也是理想汽车自
2020年上市以来，第二次实现单季
盈利。从这点看，理想汽车距离全
年盈利仅“咫尺之遥”。

在三家“造车新势力”中，小
鹏汽车的毛利率最低。对此，何
小鹏表示：“今年，小鹏汽车会将
主要的产能放到更高毛利的车
型上去。”针对毛利率方面的具
体目标，他则表示：小鹏汽车的
中长期目标是，将公司整体的毛
利率提升到25%以上，并且在规
模效应和经营杠杆的帮助下，各
项费用率将会持续下降。

而对于亏损这一问题，李斌
则表示，蔚来亏损的主要是长期
研发的投入。综合来看，蔚来将
2023年第四季度作为季度盈亏平
衡的目标，并希望在2024年全年
能够实现盈利。

2022年，距离“造车新势力”
们首度实现全年盈利，还有多
远？ 据中新财经

蔚来营收高、小鹏卖得多、理想亏得少

三家“造车新势力”谁能率先盈利？

全球首创！二氧化碳加氢造汽油中试成功
虽然暂不具备量产条件，但可作为一种技术储备

齐鲁晚报记者 都亚男

“平地一声雷”
二氧化碳加氢造汽油

3月29日，#油价#再一次登
上了微博热搜榜，这是3月份关于
油价的话题第11次登上热搜。近
期，油价上涨牵动着所有车主的
神经，进入2022年仅仅三个月，
五次油价调整均为上涨，95号汽
油更是大踏步迈入了“9元时代”。

在油价大涨的背景下，3月初
一个消息的出现，无疑是“平地
一声雷”。

3月4日，大连化物所微信公
众号发文称，近日，由大连化物
所和珠海市福沺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联合开发的全球首套“1000
吨/年二氧化碳加氢制汽油”中试
装置，近日在山东邹城工业园区
开车成功，生产出符合国VI标准
的清洁汽油产品。

据大连化物所微信公众号
推文显示，由大连化物所孙剑等
人组成的研究团队，于2017年开
发了二氧化碳加氢制汽油技术，
研究成果发表在《自然-通讯》

（Nature Communications）上，并
被《自然》（Nature）杂志选为研究
亮点。

3月4日，该技术在上海通过
了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

会组织的科技成果评价。评价专
家组专家一致认为，该技术成果
属世界首创，整体技术处于国际
领先水平，同意通过科技成果评
价。

值得注意的是，该工作取得
了中国科学院“变革性洁净能源
关键技术与示范”A类先导专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兴辽英才等
多个项目的资助。

项目在山东邹城
中试成功

据大连化物所微信公众号
推文显示，“1000吨/年二氧化碳
加氢制汽油”技术于2020年在山
东邹城工业园区荣信循环经济
产业园建设完成了千吨级中试
装置。装置累计完成各项投资四
千余万元，并陆续实现了投料试

车、正式运行以及工业侧线数据
优化，于2021年10月正式通过了
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组织的连续72小时现场考核。

据了解，承接此项目落地的
正是位处山东省邹城经济开发
区 的 一 家 大 型现代化化工企
业——— 山东荣信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为“荣信集团”），荣信集团
与福沺能源签署合作协议，并为此
项目提供试验场地及氢气、蒸汽等
原辅材料料和技术支持。

据记者了解，在环保愈加苛
刻的背景下，长远来看，这一技
术或将成为一个比较好的技术
储备，荣信化工当时之所以承接
这一项目，正是看重了这一技术
的前瞻性。目前由于该项目已经
完成中试，相关研究人员已经离
开园区，这套中试装置也将作为
他用。

暂不具备量产
或者工业化的条件

二氧化碳加氢能制造汽油
这项技术横空出世，无疑吸引了
众人的目光，尤其是在油价让企
业、汽车车主苦不堪言的时候，
这不仅是科学界的进步，更是会
对现实生活产生积极影响，造成

“温室效应”的“罪魁祸首”二氧
化碳可以得到资源化利用，还有
利于可再生能源的储运。

不过，该项技术燃起新希望
的同时，无疑还有多个谜团亟待
回答：这项全球首创的新技术未
来投产的可能性多大？多久能量
产？商用价值如何？能否对当下
油价市场产生影响？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
就目前来看，该项技术暂不具备
量产或者工业化的条件，投产
比较困难。首先，该技术转化效
率较差，氢气的能量损耗还是
比较大的；其次，制造成本较
高，据实验测算，生产成本要高
出汽油成品价格一半以上；再
次，催化条件要求较高，实验需
要食品级的二氧化碳、高纯氢
气才能进行生产。

那么，从长远来看，制油成
本未来能降下来吗？一位业内人
士分析道，如果未来风能、光能、
潮汐能发电量足够大，电价便宜
下来，电解产生的氢气比较便
宜，再加上成本可以忽略不计的
二氧化碳，那么这个技术就有潜
力了。

“从学术上来说的话，这个
路线值得探索，特别是在未来的
某些时间节点，这项技术有可能
会起到很大的作用。”该人士认
为，作为一种技术储备，如果未
来出现新的工艺能低成本大量
生产氢气，那么这两个技术一结
合，就可以对我国富煤贫油的能
源局面产生很大的缓解作用。

近日，小鹏汽车2021财报出炉。至此，蔚来、小鹏、理想三家“造车新势力”的年报已经全部公布。
根据三家“造车新势力”年度财报显示，2021年，蔚来营收最高，小鹏卖车最多，理想净亏损最少。相

比2020年，三家新能源汽车“头部”企业在营收、交付量、毛利率等多个维度都有突破。

气体能变成汽油？在95号汽油大踏步迈入“9元时代”的时
候，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大连化物所”)
官宣二氧化碳加氢制汽油中试成功，还是全球首创！

这则消息振奋人心的同时，也令人产生不少疑窦：这项新技
术未来能否投产？多久能量产？商用价值如何？能否对当下油价
市场产生影响？

位于北京五棵松华熙Live的三家汽车展厅。

来源：大连化物所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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