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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论坛——新能源

拥抱新能源 实现新发展
付 泽[1]

[ 摘  要 ] 面对当前世界蓬勃发展的新能源产业革命，作为传统化石能源销售的成品油销售企

业，正面临着汽车能源消费市场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本文重点围绕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国家规划、

发展现状和发展优势，就传统的成品油销售企业应对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提出思考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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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 20 日，国务院发布了《新能源

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规划》指

出：“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发

展，汽车与能源、交通、信息通信等领域有关技术

加速融合，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成为汽车产业

的发展潮流和趋势”“新能源汽车已成为全球汽车产

业转型发展的主要方向和促进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

重要引擎”《规划》还提出：到 2025 年，我国新能

源汽车新车销售量要达到汽车新车销售总量的 20%

左右，纯电动乘用车新车平均电耗降至 12.0 千瓦

时 / 百公里，充换电服务便利性显著提高；到 2035

年，纯电动汽车成为新销售车辆的主流，公共领域

用车全面电动化，燃料电池汽车实现商用化，充换

电服务网络便捷高效。10 月 29 日，中共中央通过

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再次将

“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作为需要发展的“战略

性新兴产业”，确定为十四五期间需要加快壮大的国

家战略。面对当前世界蓬勃发展的新能源产业革命，

作为传统化石能源销售的成品油销售企业，正面临

着汽车能源消费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一、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已逐步成为各

界共识

据统计，截至 2020 年 9 月底，我国机动车

保有量达到 3.65 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

到 480 万辆，新能源汽车占汽车总量的百分比约为

1.3%。自 2012 年 6 月国务院发布《节能与新能源

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 年）》以后，国家

先后推出了近 60 项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政

策措施，各地方政府也结合各地的实际出台了 500

多项配套政策，大力支持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

“十三五”期间，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均呈快速增

长态势，特别是 2015 年以来增长速度连续五年位

居全球第一，占全球新能源汽车总量的 50% 以上。

除了“量”上的突破，“十三五”期间，我国新能源

汽车在电池、电机、电控等核心技术创新方面也取

得了可喜成果，动力电池技术水平处于全球前列，

消费者的接受度日益提高。可以预见：随着科学技

术的快速进步，新能源汽车在机车技术和充换电领

域的飞跃式发展已不遥远。

2020 年前三季度，全球电动汽车累计销量超

过 178.4 万辆，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11%，占同期

全球汽车总销售量的 3.4%。2020 年 1-9 月，我国

新能源汽车销售 73.4 万辆，其中 9 月份销售 13.8

万辆，同比增长 67.7%，新能源汽车销售市场逐步

回暖，销量达全年最高，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之一。按照目前国内燃油汽

车的平均耗油量计算，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已经挤

出了至少 1000 万吨以上的汽柴油消费量。

[1] 付泽，中国石油甘肃销售分公司甘肃华兴石油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经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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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对传统成品油

销售企业带来的巨大冲击逐步显现

目前，世界新能源汽车产业依然受技术等因素

的制约，仍处于新型产业发展的初期阶段：技术研

发成本高，市场开发风险大，充电等基础设施网络

建设投入高等问题，成为当前各类资本进入新能源

汽车产业的最大担忧和障碍。但是，如同任何一个

新兴产业发展的初始阶段一样，未来最大的市场蛋

糕也往往属于那些坚定了正确发展方向、能够成为

最大市场领导者的先行者。传统的成品油销售企业

在加油站销售的主要是汽油和柴油，但新能源汽车

需要补给的是包括电、天然气、太阳能或氢能等在

内的“新能源”，这种新旧能源产品的变革，对于当

前传统的加油站而言将会带来颠覆性的变化。虽然

我国目前尚未明确燃油汽车整体退出市场的具体时

间表，但是欧洲不少国家已经制定了燃油汽车退出

市场的时间表，这在客观上也为我们加快发展新能

源汽车产业敲响了警钟。当前大多数专家学者的意

见是：成品油永远或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

汽车燃油消费的主导产品，但以气、电、氢等为代

表的“新能源”汽车发展速度将大幅领先传统的燃

油汽车，逐步形成“百家争鸣”的发展格局，并最

终在大概率上成为汽车能源消费的主导产品。未来

的汽车可能是消费多种能源在内的混合机动车辆。

因此，可以预见未来单一能源形态的加油站将逐步

消失，取而代之的将是包括加油、加氢、充换电和

加气等多种能源在内的混合能源服务场所。

三、传统成品油销售企业应对新能源发

展的一些思考

2020 年 11 月 15 日，中国石油董事长戴厚良

在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表示：当前全球能

源产业正面临着全方位的深刻变革，能源转型是

大势所趋。11 月 19 日，中国石化董事长张玉卓在

2020 年“创新经济论坛”上表示，中国石化正在

大规模布局氢能产业，计划未来将旗下很多加油站

改造成加氢站，“可以加油、加氢、加 LNG 等等”。

可以预见：面对新能源产业的蓬勃发展，传统的成

品油销售企业正在主动应变，张开臂膀拥抱新能源、

提早谋划实现新发展，努力将加油站建设成为汽车

出行的综合性能源补给场所。为此，应当特别做好

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认真研究、积极应对

2020 年 10 月 14 日，在中国石油流通协会主

办的“2020 中国加油站创新发展高峰论坛”上，面

对新能源快速发展对成品油市场和加油站升级迭代

带来的巨大影响，国家能源局法制与体制改革司原

司长丁志敏认为：加油站转型应提早谋划布局；中

国国际低碳经济研究所所长董秀成认为加油站转型

需顺势，更需创新；北京石油管理干部学院教授王

旭东认为，目前汽柴油市场占比虽然在降低，但容

量在增长，未来加油站行业还有很长的路可走。虽

然当前国内外专家学者对成品油销售企业如何应对

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仍然存在不同的意见，但是大家

一致的看法，就是新型清洁可再生能源是未来能源

产业发展的主流方向，新能源汽车或者混合能源汽

车是未来汽车产业发展的基本方向。在世界各国政

府政策引导、财政支持的宏观经济环境之下，凭借

其与燃油汽车运营成本的巨大差异，各类资本必将

大幅进入新能源汽车产业。可以预见到 2025 年，

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力将“明显增强”，动力电

池、驱动电机、车用操作系统等关键技术将“取得

重大突破”；到 2035 年，“纯电动汽车将成为新销

售车辆的主流，公共领域用车全面电动化，燃料电

池汽车实现商业化应用，高度自动驾驶汽车实现规

模化应用，充换电服务网络便捷高效，氢燃料供给

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就当前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

态势来看，这种进程只会加快、不会延迟。虽然目

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只有 480 万辆，新能源汽

车占汽车总量的百分比仅为 1.3% 左右，但作为我

国汽车能源消费最大供应商的成品油销售企业，面

对已经非常明确的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如果不

能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初始阶段就抢占市场先

机、取得竞争优势，势必将错失千载难逢的发展机

遇，丧失发展先机。更为严重的是：随着新能源汽

车逐步成为“新销售车辆的主流”，必将持续挤出汽



Journal of BPMTI
2021年2期 11

热点论坛——新能源

车产业对成品油的有效需求，不仅会对成品油销售

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严重的威胁，而且极有可能

会将单一销售汽油和柴油的传统加油站挤出汽车能

源供应的产业链条，逐步将消费者集中到新兴的混

合能源补给场所。因此，在当前新能源汽车产业发

展方向已经非常明确的情况下，传统的成品油销售

企业应当认真研究、明确方向、积极应对。

（二）主动拥抱、深度参与

当前，国家已经将新能源汽车产业定位为“战

略性新兴产业”，围绕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各类资本、

技术、网络和售后产业已经在市场的“蓝海”中

“百舸争流”。因此，作为传统的成品油销售企业，

应当积极顺应新能源发展的大趋势、主动拥抱新能

源汽车，深度参与、积极引领新能源汽车的能源终

端网络发展，确保始终牢牢占领汽车能源终端消费

的主阵地，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不可否认，当前，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初始阶

段，传统的成品油销售企业必将面临初期开发成本

高、销量小，投资回报低甚至经营亏损的艰难局面。

但是，如果坐等新能源汽车发展到一定规模，各类

市场主体已经占领了新能源终端网络的主阵地，再

要进入新能源汽车能源终端销售市场，必然错失难

得的发展机遇，付出更加高昂的代价。实际上，近

年来，部分成品油销售企业在建设综合能源销售站

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东

南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包括成品油销售企业在内

的各类投资主体，已经开始建设包括加气、加油、

充电、加氢等业务在内的综合能源补给站，力争抢

占市场先机、赢得竞争主动。

（三）提前布局、多元发展

国务院发布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2021—2035 年）》，对推动“新能源汽车与能源融

合发展”“新能源汽车与交通融合发展”“新能源汽

车与信息技术融合发展”提出了总体规划。《规划》

特别提出，要“完善基础设施体系”，“大力推动充

换电网络建设”，在城乡区域和物业小区推广智能有

序慢充为主、应急快充为辅的居民区充电服务；在

高速公路和城乡公共充电网络发展以快充为主、慢

充为辅的充电服务；同时鼓励开展换电模式应用；

合理布局加氢基础设施。综合分析，未来的汽车能

源终端服务网络将是涵盖“油、气、氢、电”等多

种能源在内的综合服务场所。因此，在当前，成品

油销售企业应当明确发展战略、统筹进行规划、实

现多元发展。对于当前比较成熟的加气站行业，应

在充分调研不同区域市场的基础上，根据市场实际

需求，采取“气、油 + 气、油 + 气 + 电 + 氢”等

多种方式，抓住机遇大举进入；对于当前快速发展

的充换电业务，应当针对“资源不在我”的实际情

况，秉持开放合作的态度，按照优势互补、合作共

赢的原则，积极寻求与国家电网等各级国资大型电

力资源企业的战略合作，充分利用其资源和网络优

势，区别不同市场、针对不同区域分步推进：对于

高速公路服务区和城市中心加油站，应当积极利用

加油站新建、改造等各种机会，开展充换电站建设，

不断满足新能源汽车的消费需求；对于城市街道和

居民小区，则应按照“双向进入”的原则，与电力、

市政和居民小区等各相关方进行合作，积极推进城

市街道和社区充电桩建设，抢占加油站以外的充电

市场；对于当前市场普遍看好的加氢站建设，石油

企业应当结合自身的天然优势，从生产、储存、运

输、建站、销售等完整产业链进行整体规划，积极

利用自身成品油零售网络的优势，紧跟市场需求，

提前进行布局，抢占市场先机，引领产业发展。

新能源是未来能源产业发展的基本方向，能源

多元化是大势所趋，新能源汽车将是未来汽车发展

的主流。成品油销售企业应当充分发挥当前国内汽

车能源终端市场的主渠道优势，以市场为导向，以

顾客为中心，以效益为目标，未雨绸缪，决胜未来，

主动拥抱新能源，实现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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