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能源二手车保值率

（三年车龄）

数据来源：中国汽车流通协会 7 月保值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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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车落地即打6折？ 新能源二手车

□专题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曾祥萍

“特斯拉二手车打六折”“车龄多长？ 是新车出门转卖就立马六折”……随着新能源车

保有量的节节攀升，新能源二手车也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 然而，与传统燃油车相

比，新能源汽车在二手车市场保值率低也间接影响了消费者的购买热情。 中国汽车流通

协会数据显示，即便是三年车龄的特斯拉MODEL�S，其保值率也仅有 60.9%。 对此，业内

人士认为，保值率是汽车产品力、品牌力的综合体现，新能源车企需要做好“残值管理”。

在新能源大行其道数年之后，

二手车市场上， 新能源二手车的交

易量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天

天拍车二手车大数据研究院发布的

《2019 年 8 月个人二手车大数据报

告》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二手车

销量总体呈现增长趋势。 其中，8 月

新能源二手车销量同比去年增长

129%。

车好多集团联合创始人、 副总

裁王晓宇指出，自 2015 年起，我国

新能源汽车开始呈现激增状态，目

前新能源汽车迎来了首个置换高

峰， 新能源二手车呈现逐渐活跃迹

象。

不过， 在整个国内二手车市场

中，新能源汽车的市场占比仍较低，

新能源二手车的流转量也相对较

少。行业人士认为，这主要受新能源

汽车市场保有量较低、 电池技术有

待成熟、 残值评估体系尚不完善等

因素影响。

“与传统燃油车相比，新能源车

保有量仍然较低， 因此新能源市场

还无法形成规模效应。”亿欧公司副

总裁、亿欧汽车总裁杨永平认为，评

估体系不健全、缺乏统一评估标准、

二手车市场配套发展不足等问题同

样限制了新能源二手车行业的发

展。

新能源二手车交易日渐增多

二手新能源汽车交易活跃了，

价格自然也成了消费者最关心的

话题。 然而信息时报记者走访市场

却发现，二手车交易并不乐观。“没

想到贬值这么快，损失太大了。 ”刘

女士告诉记者，自己花 110 万购买

的特斯拉特斯拉 MODEL S， 开了

不到半年时间，如今在二手车平台

上估价仅有不到 60 万元。

事实上，新能源二手车保值率

低已经成为业内普遍问题。 根据中

国汽车金融暨保值率研究委员会

发布《2019 中国汽车保值率报告》

显示，近三年主流新能源汽车平均

保值率仅为 32.31%，大大低于传统

燃油车。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

《2019 年 7 月汽车保值率报告》指

出，目前保值率排名前五的新能源

车型分别是特斯拉 MODEL S、比

亚迪唐 DM、宝马 5 系 PHEV、比亚

迪秦、荣威 e550，但其保值率也只

有 60.9% 、50.8% 、47.0% 、40.5% 、

39.2%。

主流新能源汽车平均保值率仅三成

“一台三年左右 E150 或者 E160，新

车买的时候八九万元， 卖掉的时候才 2

万元。 但是，一辆 2006 年 10 万元买的

传统燃油车飞度，现在也能卖 2 万元。 ”

从事二手车交易的李先生告诉记者，二

手车商对于纯电动汽车交易持非常谨

慎的态度，除非是“白菜价”，否则一般

都不收。

记者在唯普二手车平台上看到，一

款 2014 年 12 月底上牌的北汽 E 系列

轿车进行拍卖，车主出价 21000 元也无

人问津。 新能源二手车保值率不高,“卖

不出价”是共同的问题。 李先生指出，最

早一批电动汽车普遍遇到车辆续驶里

程衰减的问题，“有时候根本跑不了多

远，导致二手车价格不高甚至不能售卖

的尴尬。 ”

“我们只收特斯拉， 其他纯电动车

不要。 ”广州二手车交易商方奕表示，新

车只要过了户，哪怕是新车，也是 6 折

收，这基本上是行情价。“至于其他品牌

的纯电动，收回来也卖不出去，目前车

行极少交易。 ”

二手车商“不敢收、卖不动”

“二手车卖不出价， 早知道买新车的时候就考虑下

了。 ”纯电动汽车车主周先生坦言道。 同样都是二手车，新

能源二手车缘何大幅度“掉价”？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关键

在于电池迭代速度太快。“电池技术差不多半年更新一次。

同样的电池，之前能跑 160 到 250 公里。 半年后同样价格

的电池，就能跑 300 公里甚至更远了。 老车自然‘不招待

见’。 ”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常务理事贾新光也认为，和燃油车

相比， 新能源二手车的低保值率主要是来自其电池问题，

“发动机哪怕 3~5 年也好使， 而电池面临着易老化的问

题。 ”

“电池健康情况已经成为目前新能源车消费的最大痛

点。”威马汽车创始人、董事长兼CEO沈晖则直言，“如果电池

健康的问题不解决，消费者根本不会考虑买新能源二手车。这对

新能源车新车销售以及整个市场的流通都极为不利。 ”

艾瑞咨询今年 1 月发布的《2018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行

业报告》指出，新能源汽车成本中有 40%集中在动力电池

上。 随着新产品不断推出，插电混动和纯电动的旧车都难

以保值，这一特征和电子产品相似且将延续。然而，据记者

了解，目前占新能源汽车成本最大比重的动力电池，还没

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回收利用体系。 业内分析认为，如果

动力电池能找到安全、可靠的大规模再利用途径，新能源

汽车的二手车残值也许会进一步提升。

对此，瓜子二手车方面表示，专业技术人员正在进行

新能源电池的评估研究，希望能依托大数据，根据新能源汽

车的特点来制定相关评估维度，如能量消耗率、续驶里程、充电

效能、市场供需情况、历史成交数据等，以此为基准对新能源

二手车进行客观评估，最终给出一个合理定价。

电池迭代快、寿命缩减是主因

记者注意到， 新能源车商为了打消用户的购车疑虑，

通常会推出终身质保等政策。 日前，威马对外发布了用户

关怀计划，通过车辆换电升级、动力电池终身质保、车辆换

购及转让等服务，希望缓解用户对于电池性能与保值率的

焦虑。

蔚来汽车自 8 月 24 日起，在享受终身免费质保（不设

期限，不限里程）基础上，对购买蔚来 ES8 和 ES6 的首任车

主，提供终身免费换电。 然而，对于蔚来这个做法也有消费

者觉得不妥，“蛋糕诱人，但蔚来却将二手车交易的路给堵

死了。 二手车主也是车主，但这些服务都享受不到，落差太

大了。 ”

面对二手车残值的问题，车企也在纷纷推出相应措施

应对。 其中，优惠置换计划以及新能源汽车回购成为车企

最常用手段，如长城欧拉、云度、零跑等都推出车辆使用 1~

3 年以后车主可以申请回购服务， 厂家以一定价格回购车

辆。至于置换，则是通过现金补贴等方式吸引购买。比如纯

电动市场基数最大北汽新能源， 对符合条件的 2013 年~

2015 年 EV 系列车型老车主，参与置换购车的可获得的“3

万元置换礼包”。 不过北汽新能源华南市场部董先生告诉

记者，“回购也是由第三方平台评估回收处置。 ”

行业人士认为，企业通过官方渠道将新能源二手车回

收、翻新，再次纳入销售体系，这不失为一种促进新能源二

手车市场发展的方法。 但对于整个行业来说，只有企业的

努力远远不够。 同时提醒消费者，由于目前新能源车辆的

售后维修服务并不完善，且投诉率逐年递增，部分厂商车

辆一经过户便不再享受原厂质保，因此在买卖新能源二手

车时要注意相关规定。

延长车辆质保 推出优惠置换计划

车 企 做 法

业 内 分 析

记 者 走 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