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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ny countries have launched programs to promote energy transformation in face of limited oil
resources and the increased pollution caused by present automobiles. Across the globe, countries
have issued bans on the sale of fuel vehicles to show their determination in pursuing a low-carb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rough data analysis and literature review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far-reaching impact of this move on China and reveals how China can make use of its own
strengths and deal with challe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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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汽车污染的日渐加重，面对有限的石油资源，各国纷纷开始推动能源的转型，为追求低碳化的可持
续发展方式，多国发布了禁售燃油车时间表以示决心。本文通过对数据和文献的查询，来探讨此举对于
中国也产生的深远影响，分析中国如何发挥优势、面对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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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类的许多活动都会给自然造成不可逆转的危害，其中汽车污染位列前茅，燃油车对空气和水的污
染十分严重和普遍。一方面出于对环境的保护以应对气候变化，使得低碳化兼顾清洁化成为很多国家追
求的目标，另一方面面对有限的石油资源，进一步推动能源转型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为寻求新
的经济着力点，占据新兴产业制高点，许多国家纷纷对燃油车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2. 多国发布禁售燃油车时间表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已有多个国家公布了禁售燃油车的时间表，其中包括荷兰、德国、挪威、法国
等，下面就几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予以简要介绍。

2.1. 荷兰
荷兰的劳工党就此事公开提案，内容为要求从 2025 年起在荷兰本国禁止销售传统汽车，进而保证自
那以后荷兰所有的新车都是新能源汽车。若此项政策生效，荷兰将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全面禁止汽油和
柴油汽车的国家。

2.2. 挪威
目前电动汽车在挪威占新出售汽车的 24%，处于全球领先的地位，并且挪威的四个主要政党一致同
意，自 2025 年起禁止销售燃油汽车。就其目前的现状而言，推行新政策要面对的阻力相比于其他国家要
小很多。

2.3. 德国
据德国《明镜周刊》报道，德国联邦参议院以多票通过了 2030 年后禁售传统内燃机汽车的提案，同
时参议院建议德国立法者敦促其他欧盟成员国接受此建议。

2.4. 法国
据报道，为实现《巴黎协定》目标并努力将法国打造成为一个碳平衡的国家，法国能源部部长尼古
拉斯·霍洛表示，法国计划从 2040 年起全面停止出售汽油车和柴油车，并计划于 2050 年实现碳中和。

2.5. 印度
据媒体报道，印度作为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其国家能源部对外表示到 2030 年只卖电动
汽车，全面停止以石油燃料为动力的车辆销售，并预计至 2020 年印度每年销售 600 至 700 万辆电动汽车。
这些时间表虽尚未形成法律或行政法规，但却充分展示了这些国家政府对于环境保护的渴求和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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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革命的信心与决心，向世界传达了促进新能源发展的积极信号，除上述国家之外还有很多国
家对此予以相应。
国家(地区)

禁售时间

来源

荷兰

2025 年

荷兰劳工党公开提案

挪威

2025 年

四个主要政党一致同意

德国

2030 年

联邦参议院以多票通过

法国

2040 年

能源部部长尼古拉斯·霍洛

印度

2030 年

国家能源部

英国

2040 年

政府

美国加州

2030 年

环保部

[1]

2.6. 各大企业对新能源汽车予以响应
何为新能源汽车？对于新能源汽车的定义，在百度百科中给出的解释是这样的：指采用非常规的车
用燃料作为动力来源，综合车辆的动力控制和驱动方面的先进技术，形成的技术原理先进、具有新技术、
新结构的汽车。包括纯电动汽车、增程式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电动汽车、氢发动机汽车、
其他新能源汽车等。在时间表发布后，全球范围内的各大车企纷纷予以相应。
预计时间
计划为所有车型提供电动版，将重点放在研发和生产新能源产品上，插电式混动、
纯电动等新能源动力车型均将在未来的系列中出现。

奔驰

2022 年

宝马

2020 年
2025 年

沃尔沃

2019 年

对外宣布自 2019 年起，所有新上市车型均将配备电动机。标志着沃尔沃将终结纯
内燃机时代，以电气化技术作为其未来发展的核心。

丰田

2050 年

对外宣称到 2050 年将全面停售内燃机汽车，只出售混合动力汽车、电动汽车以及
燃料电池汽车，并将新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 90%。

大众

2020 年
2025 年
2030 年

2020 年，预计在中国累计销售 40 万辆新能源汽车；
2025 年，预计为中国消费者提供约 150 万辆新能源汽车；
截止 2030 年，计划投资逾 200 亿欧元，用于加快开发新能源汽车。

表示将在 2020 年之前为生产大批量电动汽车做好相关的准备；
计划到 2025 年推出 12 款纯电动车，继续加大对互联网化、智能化和新能源汽车
的投入。
[1]

此外，捷豹路虎、福特汽车旗下林肯均宣布几年后将不再推出新的燃油车型，全部改推电动车型。
以上种种都意味着，国内外主流汽车企业，在曾经争论的新能源车开发全新平台，还是在传统车型平台
上改造的问题，已逐渐达成了共识。

3. 对中国的影响
由禁售燃油车时间表不难发现这些国家的共性，其中绝大多数经济发展程度较高，人口增长缓慢且
工业水平发达，人民生活水平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且对环境保护的诉求比较强烈，因此具备在交通领
域进行新能源革命的条件，有充足的能力和时间进行能源结构调整。但是，尽管这些国家对于新能源汽
车替代燃油汽车做出了努力，新能源在交通领域的全球推广仍有许多未解难题和重重阻力。面对当今全
球的大趋势，中国也对此作出了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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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中国的官方表态
面对着全球产业的重构，各个国家对发展战略的调整，中国为抢占新一轮经济的制高点，紧紧把握
发展趋势和机遇，已启动传统能源车停产停售时间表研究，加速向智能化、电动化的方向转变，各有关
部门也发布了明确指示。
3.1.1. 发改委
国家发改委公开表示禁止新建燃油汽车项目，这也意味着电动汽车产业将迎来大变革。国家发展改
革委产业司要求各地完善汽车投资项目管理，严格控制现有汽车企业扩大传统燃油汽车产能，禁止核准
新建传统燃油汽车生产企业投资项目。与此同时，组织起草国家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并将其作为引
领我国智能汽车业发展的行动纲领[2]。
3.1.2. 工信部
工信部将推行积分管理制度，为此发布了《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暂行办
法(征求意见稿)》[3]，据此将并行执行两种积分管理方式，一方面企业的燃料消耗负积分可用新能源汽
车正积分抵偿归零，另一方面电动汽车负积分则只能向其他企业购买电动汽车正积分。
3.1.3. 财政部
经济建设司副司长宋秋玲公开发表言论，目前补贴的退坡政策已经明确，今后将配合工信部加快实
行新能源汽车积分政策[4]。此举将避免新能源汽车长期执行消费补贴，使的企业盲目扩张，造成产能过
剩，以此来确保财政补贴政策退坡后对新能源汽车扶持力度不断档。

3.2. 机遇下的优势
3.2.1. 政策引导明确
自 2001 起我国先后发布的几项政策性决定都与之密切相关，2001 年初，科技部启动“863 计划”，
自此我国新能源汽车战略开始启动；2009 年，国务院提出实施新能源汽车战略，原则通过汽车产业振兴
规划；2010 年，国务院提出加快培育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其中就包括新能源汽车[5]。以上政策均在实
施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 2012 年的“十城千辆”试点城市当中，推广使用的新能源汽车达到 2.74 万
辆[6]。
在接下来发布的《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发展规划》[7]，更是进一步细化了加快新能源汽
车推广应用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明确了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技术路线和主要目标。
3.2.2. 技术名列前茅
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已在技术和网联方面有了突飞猛进的进展，在刚刚过去的 2017 年当中，中国首
次在电动汽车发展指数排名中取得全球第一，此排名来源于全球知名战略管理咨询公司罗兰贝格[8]。
技术方面，政府倡导汽车企业与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推进成立新能源汽车产业联盟，董本云有效
整合国内在新能源汽车研发所需的优势资源，集中力量开展技术攻关，使得新能源汽车自主研发能力不
断提高，未来的技术发展方向明确。在网联技术方面，中国已经强制新能源车必须联网，向着网联化、
智能化、共享化、轻量化不断发展，以此在未来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竞争中占据先机。
3.2.3. 产量增速迅速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2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量为 12,552，销售量为 12,451，产销量较上年增长
98.8%和 103%；2013 年产销量分别是 1.75 万和 1.71 万辆，增长了 39.7%和 37.9%；2014 年生产总量达
到 8.39 万辆，同比增长近 4 倍[9]。从这些数据中不难发现，中国的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认可度正在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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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提高。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为了进一步推动产销量增长，已将新能源汽车发展加入了国家
战略手册，国家规划到 2020 年新能源汽车累计产销量将达到 500 万辆规模[9]，发展空间相当可观。

3.3. 发展中的挑战
3.3.1. 相关基础设施不健全
新能源汽车的发展离不开硬件设施的完备，目前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充电站仍未普及，远不能为电动
汽车续航提供足够的充电条件[10]，基础设施从不健全严重影响了新能源汽车推广，因此使得新能源汽车
的实用性大打折扣。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又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想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经过较长
的建设过程，并且加大相关产业的投入。
3.3.2. 石油产业的转型升级
禁售燃油车会对油气行业产生一定不利影响，燃油车的大规模禁售会使得原油需求下降，从而产生
对原油价格的下行压力，降低油气企业利润，如何处理好国内油气企业转型的问题是全面推行新能源汽
车的关键之一。
分析来看，汽油只是众多石油产品中的—种，石油消费并不限于交通运输领域，它还是化工原料、
生产衣服和橡胶等的原料。企业可通过调整其产品结构降低汽油消费减少的影响。不论是石油还是天然
气，任都会跟随成本的变化寻求新的发展路径，新能源汽车的大规模应用 将会加快石化产业的转型升级。
3.3.3. 规模经济和品牌效应薄弱
就中国市场而言，新能源品牌较少且特色不鲜明，从目前市场上的新能源汽车品牌来看，虽有差异
但稍显简单，没有自己品牌特色，很难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11]。同时，每家企业自身的“闭门造车”也
无法形成大规模的市场经济效应，容易变成技术标准不一致、产业发展脚步不一致等问题，对新能源汽
车产业的格局和后续发展有着严重的影响。

4. 总结
如今新能源替代传统能源似乎成为一种趋势，世界上许多国家通过发布禁售燃油车时间表这一行为
来推动新能源在交通领域的发展。这种行为对于中国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既要牢牢抓住机遇
发挥优势——完善相关政策、加大技术研发、保持产量稳定增长，以此加速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发展；也
要认清现实、冷静分析、直面挑战，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加大投入力度，在石油产业转型方面加强政策
的引导支持，市场方面充分发挥规模效应和品牌效应。我相信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将在不远的未来迎来
飞速增长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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