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线以下城市及农村地区常住人口超 6亿， 人均汽车保有量低，
机动化出行需求巨大而迫切。 在此背景下，三部委发文力推新能源汽
车下乡，但充电基础设施匮乏、购买力不足等问题横陈———

核心阅读

化石能源为主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建设以智能电网为基础、特高压电网为关键、清洁能源为根本的我
国能源互联网，将全面促进清洁发展，保障能源安全，对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强内生发展动能，应对复
杂国际形势将发挥重要作用，是一举多得的战略性举措，需要在“十四五”加大力度推进实施。

7月 15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
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新能源汽车
下乡活动的通知》， 将在 2020年 7-12月组
织实施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拟在青岛市安
排 1 场启动仪式，在海口市、昆明市、成都
市、太原市举行 4场专场活动。截至目前，已
吸引包括北汽新能源、长城汽车、比亚迪在
内的 10家自主新能源车企、16款车型参与。

据了解， 此次活动并没有国家统一要
求，完全是企业自愿参加，具体促销方案也
由地方政府和厂商自行定夺。多位受访人士
指出，与 2009年声势浩大的汽车下乡相比，
这一次的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实施范围和
力度均有所下降，但三线以下城市及农村地
区的电动化出行潜力巨大，特别是在新能
源汽车销量整体乏力、行业生态剧变的当
下， 新能源汽车走向田间地头意义深远。
但受制于基础设施滞后、购买力不足等现
状，新能源汽车畅行乡间并非易事。

是现实需求
更是未来增量市场

开展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是在我国
新能源汽车销量连续 12 个月同比下滑
的背景下出台的。 中汽协数据显示，今年
1-6 月， 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为 39.3 万
辆，同比下降 37.4%。 寻找增长新动力，已
成为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的当务之急。

“之前拉动新能源汽车‘上规模’的主
导力量———网约车、出租车等对公市场，今
年出现了萎缩， 能否继续主导新能源车市

还需要观察。”在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副理
事长张永伟看来，三四线城市和农村市场，
即将释放巨大的机动化出行需求， 很可能
成为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新动力。

“农村人口流动性较大，人口规模高达
6 亿，农村公路总里程有 404 万公里，这样
广阔的市场和人群， 应该成为新能源汽车
的重要发力点。”在中国汽车百人会日前举
办的第一届汽车市场与消费论坛上， 中国
汽车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付于武说。

事实上，汽车下乡对销量的强力提振
已有先例。2009 年，我国第一次推出“汽车
下乡”活动，通过对农民购车、换购等实施
补贴和购置税优惠，点燃了农村汽车消费
的热情。 受益于此，2009 年我国汽车销量
猛增至 1364.48 万辆， 同比增长 46.15%，
一举成为全球汽车产销第一大国。

“新能源汽车销量不能长年在 100 万
辆左右打转，需要寻找新的、持续的爆发点。
一二线城市新车消费和公共领域燃油车替
换量突破 100 万辆，达到 200 万辆，乃至未
来不断翻番也是不够的，要把广大的三线城
市及以下的市场充分调动起来。 ”云度新能
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CEO林密表示，城镇
和乡村市场是产生增量的最好选择。

在此背景下，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理
事长陈清泰预计，我国汽车新增市场将从
东部向中西部、从一二线城市向三四线城
市和农村地区扩展和转移。 “近十年左右，
农村地区微型和小型私家车进入增长期，
百户汽车保有量从 2013 年的 9.9 辆增长
至 2018 年的 22.3 辆。 按照农村居民可支
配收入年均增长 10%测算，到 2030 年，农
村汽车千人保有量有望达到 160 辆，总保

有量将超过 7000 万辆， 新增部分完全有
可能导向电动汽车。 ”

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匮乏
燃油车是主要竞争对手

在众车企摩拳擦掌的情况下，三线以
下城市及农村地区对新能源汽车的接受
程度到底如何？

据记者了解，近年来，低速电动车深受
三四线城市和农村市场喜爱。这类车型续航
里程在 100公里左右， 速度低于70km/h，外
形、结构、性能与燃油汽车类似。 截至目前，
国内低速电动车保有量超过 600 万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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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能否畅销乡村？

记者
调查

■本报记者 卢奇秀

■刘振亚

新世纪以来， 化石能源资源和气候环
境约束日益趋紧，以绿色低碳为方向的新
一轮能源革命正在全球蓬勃兴起。 习近平
总书记深刻洞察世界能源发展大势，提出
“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
在 2015 年 9 月联合国发展峰会上倡议
“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推动以清洁和绿
色方式满足全球电力需求”。 总书记关于
全球能源互联网的重要讲话， 明确满足
电力需求总体目标， 突出清洁和绿色发
展方式， 为我们深刻把握能源互联网的
本质内涵提供了根本遵循。 能源互联网
不是现有各类能源系统的组合， 而是能
源系统发展演进的高级形态。 随着化石
能源退出历史舞台 ，以太阳能 、风能 、水
能为代表的清洁能源将成为主导。 清洁
能源资源丰富， 且在时间和空间分布上
存在天然不均衡性 、随机性 、波动性 ，必
须转化为电能， 依托互联电力系统大范
围配置，才能实现高效开发利用。因此，能

源互联网是清洁主导、电为中心、互联互
通的现代新型能源体系，是清洁能源大规
模开发、大范围配置、高效利用的基础平
台，实质就是“智能电网+特高压电网+清
洁能源”。

我国能源互联网是全球能源互联网
的重要组成， 是推动我国能源转型的根
本途径。 当前，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国
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 面对经济下行压
力和复杂国际形势， 能源电力行业要在
保安全、促发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关
键要以新发展理念和能源安全新战略为
指引，加快我国能源变革转型，推动经济
复苏和高质量发展，于危机中育新机、于
变局中开新局。 “十四五”是我国能源转
型的关键期和窗口期， 加快建设我国能
源互联网， 将根本扭转化石能源增长势
头 ，全面促进清洁发展 ，保障能源安全 ，
对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增强内生发
展动能， 应对复杂国际形势将发挥重要
作用 ，是利在当下 、惠及长远 、一举多得
的战略性举措。

一、 绿色低碳转型是世界能源
发展大势

当今世界，气候变化、环境污染、资源
匮乏、贫困健康等问题日益严峻，严重威胁
人类生存与发展。问题的根源，是长期以来
人类对化石能源的过度消耗和依赖， 加快
绿色低碳转型是世界能源发展大势所趋。

这是能源系统升级的发展方向。 从薪
柴到煤炭、石油、天然气，再到太阳能、风
能、水能等清洁能源，能源碳含量逐渐下
降，对环境影响逐渐减小，能源系统总体
从高碳向低碳发展。 面对全球性挑战，能
源将朝着更清洁、更友好、更高品质、可持
续的方向不断升级。

这是能源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技术进
步是能源转型的关键驱动力。 蒸汽机、发电
机、内燃机、电动机，每一次技术革命都开创
了能源发展新的时代，带来能源利用形式的
重大变革和效率的大幅提升。 随着特高压、
智能电网、清洁能源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
应用，将推动人类进入清洁能源时代。

这是破解资源匮乏困局的必由之路。
化石能源占全球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超过
80%，按目前开发强度，已探明煤炭和油气
储量只能分别开采 100 多年和 50 多年。
全球清洁能源资源丰富，太阳能、风能、水
能理论蕴藏量超过 100 万亿千瓦，仅开发
万分之五就能满足世界各国能源需求。 清
洁能源将成为解决资源匮乏问题、实现能
源永续供应的“巨大宝库”。

这是应对气候环境危机的治本之策。
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形势很严峻。 目前全
球地表平均温度已比工业革命前升高
1.1℃，按此趋势，到本世纪中叶左右，全球
温升将超过 2℃安全阈值， 导致不可逆转
的巨大灾难。工业革命以来，化石能源产生
的二氧化碳累计达 2.2 万亿吨， 占温室气
体总量的 70%以上。 必须从源头减少化石
能源消费，加快清洁发展，实现能源系统全
面“脱碳”，根本解决全球气候环境危机。

建设我国能源互联网 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上）

畅想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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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订阅
《能源高质量发展》杂志

由人民日报社主管， 中国能源报
倾力打造的《能源高质量发展》，秉持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与办刊方向，聚
焦能源产业，刊载行业发展动态、前沿
信息、 发展经验和经典案例” 办刊宗
旨， 将为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决策者提
供科学决策信息和借鉴范例， 为从事
政治、经济、社会研究的领导、专家、学
者、 企业家、 基层理论工作者建立权
威、前瞻、新锐、真知、唯实的信息获取
平台。

目前，《能源高质量发展》征订工
作已经开始，欢
迎广大读者扫描
二维码， 快速获
取订阅回执表。

《中国能源报》社

1 至 6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39.7 万辆和 39.3 万辆，

同比分别下降 36.5%和 37.4%。

数据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CFP/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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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六大电”
停报数据影响几何

港口岸电
为何“晒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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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 德国风电咨询机构 Deutsche
WindGuard 发布数据称， 今年上半年德国
海上风电新增装机仅有 219 兆瓦， 较此前
数年同期发展速度明显放缓。

7 月 17 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向 “北
溪 2 号”天然气管道项目的参与方发出最
后通牒 ：如果继续参与其中 ，将受到来自
美国为他们“量身定制”的制裁。 这一霸道
行径随即遭到了国际舆论的强烈批评。

德国海上风电
扩张“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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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拼命挥棒难阻
“北溪 2 号”通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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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端化”问题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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