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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Preface

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是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动国家汽车产业转型升

级的国家战略，在经历技术研发、示范运营阶段后，目前正在加快朝着大规模市

场化推广应用的方向迈进。

交通运输行业是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重点领域。近年来，广东省交通运输

行业积极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致力于交通运输领域新能源汽车的推广

应用，在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动态监测机制、企业创新商

业模式、政策体系建设完善、产业上下游资源整合、试点示范等多个方面开展了

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应用范围覆盖了城市公交、出租汽车、公路客货运输各领

域，应用规模也跃升至2017年的4.67万辆。

这份报告总共分为八个部分，分别从行业发展总体概况、新能源汽车发展概

况、新能源汽车发展细分行业和地域特征、技术经济特征、市场展望等方面进行

阐述和分析，力求将广东省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的基本情况和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

的现状、问题和困难等逐一呈现给读者。数据来源于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及相关统

计单位官方统计数据、书面抽样调查、实地调查以及相关的市场数据。

由于本报告在编写时部分统计数据尚未披露，且编写时间有限，舛误难免，

敬请赐教。

编写工作组

201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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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7年底，

广东省交通运输行

业营运车辆80.13万

辆。近3年车辆规模

基本稳定在80-90万

辆区间。

 总体规模

广东省交通运输行业营运车辆总体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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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重型：121,593

1

其中重型：1,910,262

除出租汽车外，公路客运、货运、城市公交均呈大型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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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辆燃料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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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汽车均为小型客车。

单位：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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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水平

2017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79.4万辆和77.7万辆，连续三年稳居

世界第一，我省新能源汽车产量5.7万辆，约占全国7.2%。

交通运输行业是广东省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重点领域。截至2017年底，全

省新能源营运车辆达4.67万辆，占全省道路运输车辆总数的5.8%，占全省新能源

车辆总数的25%，与2016年底相比增加1.1万辆、增长30%。

新能源汽车发展在经历了起步期、培育期、成长期之后，随着技术的不断成

熟和政策的利好支持，在交通运输行业，尤其是城市公共交通领域进入了全面推

广期。2017年，全省新增和更新的公交车辆中新能源车辆占比超过95%，新能源

公交车数量在全国各省市中排名第二。

从交通运输行业新能源汽车的总体类型结构看，我省新能源汽车以纯电动为

主，兼有部分插电式、增程式车型，超级电容和燃料电池占比非常小。

广东省交通运输行业新能源汽车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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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历程

交通运输行业对新能源汽车进行统计大致从2012年起始，新能源公交、出租

增速较快，显著超过行业整体发展水平，该两个领域纯电动车辆数5年间增长10倍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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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特点

范围广 纯电
驱动

速度快

全省交通运输行业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近
5年呈快速增长趋势。2012年起保有规模逐
年快速增长，尤其是城市公交和出租车领域，
以接近年均翻一番的速度增长。

全省各地域、交通运输行
业各领域均有不同程度应用。
应用范围涵盖了行业内城市公
交、出租汽车、营运客车、货
运物流等各细分领域，全省各
地市区域均有不同程度应用。

纯电动车型成为应用的主
力 ， 占 新 能 源 汽 车 总 量 比 为
81.7%，其次是插电式混合动
力。燃料电池汽车在行业内的
应用处于示范运行阶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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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特点



细分行业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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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规模

 车辆类型结构

主要应用于城市公交领域，计3万辆；其次为

出租汽车，计0.79万辆。
城市交通领域

货运物流领域新能源车辆规模计0.74万辆，主

要用于城市配送（含分时租赁模式车辆）

道路客运领域中短途客运、农村客运新能源车

辆应用相对较好，计0.13万辆，长途客运领域

应用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

公路运输领域

受城市通行政策、补贴政策等的影响，货运物

流领域车型以中型、小型为主。

受车辆技术性能、充电设施密度影响，公路客

运领域以短途客运为主。

农村客运领域受运行线路、乘客出行结构影响

以中型客车为主。

公路运输领域

城市新能源公交车辆主要以大、中型为主，新

能源出租汽车则与乘用小汽车相同。
城市交通领域

5



新能源 纯电动 增程式 插电式

区域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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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市（区域）应用规模

 新能源汽车品牌

按应用规模，广东省交通运输行业新能源汽车应用的主要品牌包括比亚

迪、宇通等，主要仍为传统大型客车制造企业所推出的新能源汽车车型。与

2016年相比，比亚迪、宇通仍然保持占有率领先优势，其他品牌较为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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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所在区域总营运车辆规模中新能源汽车占比情况来看，应用程度最高的

城市为汕尾，超过25%，超过10%的城市按比例从高到底依次为珠海、深圳、梅

州、惠州等。

由于营运车辆中货车占绝大多数，因此比例高低与货车基数关系密切。

▼ 按总量占比

 地市（区域）应用程度

地域总量分布上，珠三角地区新能源汽车规模占全省86%，其中深圳总量

占全省总量超过一半，广州、佛山（含顺德）、梅州、东莞、惠州保有量分别超

过1000辆，珠海、江门、中山、汕头、韶关、汕尾等地分别超过500辆。道路客

运领域的应用，主要分布在广佛、深莞惠区域，新能源城市公交主要应用区域在

地级市市区以及珠三角公交化运营的线路。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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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领域

新能源公交应用比例超过80%的城市是深圳、
汕尾等地，超过50%的城市包括梅州、阳江、揭
阳、潮州等地，与各地公交基数大小相关。

新能源出租汽车应用比例较高的前五名城
市依次是深圳、韶关、珠海、惠州、潮州。



9

新能源客运车辆应用比例较高的前五名城
市依次是深圳、佛山、中山、广州、惠州，其余
多地尚未开始应用。

新能源货运车辆主要集中在深圳地区，其
余仅在广州、佛山等地有零星分布。



 节能减排效果

根据广东省新能源车辆动态监管平台数据，2017年，相比较使用传统柴

油车辆，广东省城市公共交通新能源车辆共节约标准煤23.7万吨，实现减排

62.1万吨二氧化碳，等效植树约34万棵，约等于半个珠江新城的森林面积。

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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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电桩发展

根据中国充电联盟统计数据，全国公共类充电基础设施（联盟内成员

单位上报）保有量213,903个，2017年同比增长51.4%。从省级行政区域数

据来看，广东省在全国各省、区、市的公共类充电基础设施保有量排名第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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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充电电量数据来看，2017年，全国充电电量主要集中在京津冀、长

三角、珠三角三个区域，其中广东、山东等省的电量流向主要以公交车等专

用车辆为主，乘用小客车为辅。

市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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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规模

8.5万

75%

全省交通运输行业新能源汽车保有量预期将达到8.5万辆以上

占全省营运车辆数比重将达到或超过10%

全省城市公共交通领域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比重将达到或超过75%
11

10%

2020年

 产业带动作用

根据广东省2017年交通运输行业新能源汽车发展情况测算，2017年，

广东省交通运输行业应用新能源汽车市场规模达130亿元，考虑到对上下游

产业的带动作用，预计整体产业的产值达到近400亿元。

6.5万

1.8万

8%

全省交通运输行业新能源汽车保有量预期将达到6.5万辆以上

预计2018年增量规模将超过1.8万辆

占全省营运车辆数比重将达到或超过8%

2018年



主要增量区域仍为珠三角地区，粤西地区增长潜力优于粤北、粤东地

区，主要增量城市为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珠三角地区主要城市。

主要增量区

增长潜力区

快速提升区快速提升区

12

据市场发展趋势，结合广东省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的政策规划，未来3年在增长规

模上仍将处于加速期，但总体比重仍然偏低的原因是货运物流车辆，在该领域新能源汽

车的技术水平仍难满足绝大多数中大型营运货车的运行需求。

主要增量领域仍为城市公交；中短途客运（含农村客运）具有较大的应用空间；

城市配送领域、出租汽车仍将处于增长通道。

车辆技术性能将大幅提升

随着电池能量密度提升，整车将进一步轻量化，商用车辆续航里程将不断接近或

超过传统燃油车辆。

 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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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智能网联技术的结合将更紧密

由于电动车由三电系统主导，更容易被操控，新能源汽车被认为是自动驾驶最佳

载体。随着智能网联技术的推进，越来越多的车型搭载自动驾驶技术。2017年12月，

阿尔法巴智能驾驶公交系统在深圳福田保税区首发试运行，4辆纯电动公交车在全程1.2

公里的线路运行，是新能源公交车辆自动驾驶在国内的首次尝试。未来将有更多新能源

车辆搭载智能网联技术。

新能源汽车补贴将从“普惠制”进入“扶优扶强”新导向阶段

从最新的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来看，所谓“补贴退坡”，并不是所有车型补贴都会

下降，续航长、电池能量密度高、百公里耗电量低的车型所得到的财政补贴金额会维持

在相对较高水平。

换挡换挡

普惠制普惠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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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发展关键词

盘点2017年的新能源汽车发展，可以总结的关键词有：补贴退坡、双积分政策、

新能源合资潮、智能化、新能源乘用车生产资质、投融资、集中式充电站、新能源物流

产业、技术突破、竞争格局、共享、网联化等，这些关键词代表着行业的关注点，也预

示了行业发展的方向。

 发展障碍

补贴退坡

根据《补贴的通知》，至2020年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将逐步退坡直至完全退出。

2018年方案环比退坡近40%。相比新能源乘用车，运营性新能源车辆目前还没形成大

的市场规模，目前各企业仍较依赖政府补贴来维持产品推广和实现盈利。未来随着补贴

的逐渐退坡，新能源汽车在交通运输行业的推广应用将受到一定冲击。

里程焦虑

相比传统燃油汽车，营运新能源汽车续航里程仍有20%以上的差距，对于从事经

营生产的交通运输企业而言，稳定可靠的续航里程对运输服务的连续性起决定性作用，

这一问题可以通过大量充电服务设施的布局得到缓解，但根本解决方案仍展望电池、电

机、电控技术的加快发展。

商业模式

营运车辆是运输企业最主要的生产工具，在全生命周期内的经济效益是运输企业

是否选择新能源汽车的核心指标。在国家财政补贴逐步退坡的情况下，上游企业能否不

断创新商业模式，为运输企业运用新能源汽车解决成本效益问题，将成为上游企业自身

能否在交通领域获得长远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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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重要政策清单摘选
07

（一）《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

2017年4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联合印发

《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工信部联装[2017]53号），明确要求制定纯

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氢能燃料电池汽车、智能网联汽车、汽车

动力电池等技术路线图，到2020年，完成动力电池、智能网联汽车等汽车

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

（二）《关于完善汽车投资项目管理的意见》

2017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完善汽车

投资项目管理的意见》（发改产业[2017]1055号），推动汽车产业结构调整，

促进新能源汽车健康有序发展。支持社会资本和具有较强技术能力的企业，

进入新能源汽车及关键零部件生产领域，引导现有传统燃油汽车企业加快转

型发展新能源汽车，增强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完善新能源汽

车投资项目技术要求和生产准入规范条件，鼓励企业提高新能源汽车产业化

能力和技术水平。

（三）全国范围推广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

2017年8月，为进一步深化公安改革，更好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更

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民生需求，公安部交管局在总结试点经验基础上，

决定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

（四）新能源汽车购置税继续免征

2017年12月底，财政部等四部委发布《关于免征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

税的公告》：自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对（期间）购置的新能

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而在2017年12月31日之前已经列入《目录》的新

能源车，对其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政策将继续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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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圳市成为全球首个公交纯电动化的特大城市

2017年12月27日，深圳市交通运输委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截至当天，

深圳已累计推广应用纯电动公交车16359辆，除保留少部分非纯电动车作为

应急运力外，已实现全市专营公交车辆全部纯电动化。这是全国乃至全球特

大型城市中，首个实现公交全部纯电动化的城市。

（二）梅州市率先尝试光伏+纯电动公交模式

梅州市在全省率先启动“零碳公交”建设，通过改造公交站场挡雨棚

方式，分别在客都大道、梅县区、梅江三路、马鞍山等地建设了7个总装机

容量达66MW的光伏公交充电站场，在发展低碳公交、零碳公交方面走在全

省、全国前列。

2017年大事记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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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佛山市、云浮市大力推进氢燃料电池汽车发展

佛山对口帮扶云浮指挥部依托对口帮扶和产业共建合作平台，大力推

动氢能源汽车示范运营及加氢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学习借鉴高铁模式，引进

加拿大巴拉德公司最新一代FC-9SSL燃料电池技术及生产线项目，并通过

二次创新实现完全国产化，拥有15项国家专利，并成为目前全球最大产能

的氢燃料电堆生产线。同时，引进上海重塑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建立全球最

大的商用车燃料电池动力总成生产项目。

目前，已形成年产能为电堆2万台（30万KW）、集成系统5000套的核

心基地。已经建成了飞驰客车年产5000辆氢能汽车的整车柔性化生产基地，

已成功研制6.9米、8.5米和11米飞驰氢燃料电池客车，已经取得国家工信部

生产许可和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目录资格。

打造了氢能公交车示范运营平台和氢能源物流车示范运营平台，28台

氢能公交车和25台氢能物流车已投入佛山、云浮两市运营，各项指标超出

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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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广东省交通运输行业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规划（2016年—2020年）》编制完成

《广东省交通运输行业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规划

（2016年—2020年）》（下称《规划》）于2017年编制完成，《规划》分

析了广东省新能源汽车及充电设施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等，重点研究了高速

公路和城市交通运输行业公共领域（公交车、出租车、城市物流配送）充电

基础设施建设的特点和需求，提出了发展目标、规划方案，制定了具体任务

与实施计划。按照《规划》，到2020 年，全省建设高速公路城际充电站

108 对，其中中心站11.5对，共建设充电桩956 个，到2020 年规划建设城

市交通运输行业充电桩2.63 万个，其中：新建公交充电桩1.62 万个，出租

车充电桩0.54 万个，物流配送车充电桩0.47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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