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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疫情期间新能源汽车扶持政策频出

要点：疫情期间国内与欧洲扶持新能源汽车的政策频出。新能源车的销量也在疫情过后实现了反弹。

02

能源消费结构长期展望及疫情对能源消费的影响

全球能源结构中原油消费的现状及未来展望

要点：BP预计全球能源快速转型情境下，原油消费顶峰将出现在2025年。疫情对原油消费造成长尾效应，原油需求顶峰或提

前5-10年到来。

03

气候变暖将导致极端气候增加从而导致能源总需求增长

要点：AMOC减弱将导致全球变暖，从而导致极端天气的增加以及能源总需求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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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新能源汽
车扶持政策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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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地方政府继续出台扶持新能源车政策0101

2020上半年新能源汽车行业受到疫情影响，财政补贴实施期限延长至2022年年底。同时公共交通及特定领域新能源汽车的补助也得到了增长。

地方政府持续推出的优惠政策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

国家层面的新能源扶持政策在2020年加大优惠

数据来源：工信部、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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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受到疫情冲击回落至2018年水平，但是7月强力反弹0101

2020年第一季度受疫情影响新能源汽车销量同比下降59%，低于2018年同期销量。2020年2月～6月新能源汽车销量逐步增长，但是仍然

落后于2019年同期水平。随着疫情逐渐稳定和经济发展逐步恢复，2020年7月新能源汽车销量同比增长。

疫情导致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回落至2018年水平(单位：万辆)

数据来源：中汽协、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2020年7月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首次超过2019年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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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经济复苏计划与碳排放政策助推新能源汽车发展0101

绿色能源及经济发展已经成为欧盟大规模经济复苏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欧盟领导人就疫情后欧盟经济复苏一揽子措施达成协议，规模达

7500亿欧元。欧盟提案中，将电动车纳入了绿色经济复苏计划，并倡导各国使用气候目标指导经济重建。

碳排放法规和罚款迫使车企加快电动化进程。从排放目标值来看，2019～2021年碳排放量需每年下降12%，2019～2030年需每年下降6%。

如果车辆不能达到碳排放要求，制造商将面临巨额罚款，超过目标的部分每克 CO2：€ 95。

欧盟目前的碳排放量与目标值仍有较大差距，迫使车企加速电动化转型（g/km）

数据来源：EEA 、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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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各国在疫情期间加大了对新能源汽车的政策优惠0101

主要欧洲国家在疫情期间推出新能源汽车扶持政策

数据来源： Marklines、搜狐汽车、中商产业研究院、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欧洲各国在疫情期间也积极部署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优惠政策。为了在疫情期间重振经济并且减少碳排放，欧洲各国陆续推出新能源汽车的扶

持政策，甚至优厚于2019年的扶持政策。除此之外，英国还在疫情期间将燃油车禁售令的时间提早5年至2035年。

欧洲国家较早提出燃油汽车禁售令，支持新能源汽车发展

地区 时间 政策具体内容

2019 对电动汽车补贴延续到 2025 年，净价低于 4 万欧元的新能源车 补贴提高50%;4 万到 6.5

万欧元的新能源车提高 25%。

2020 2020 年 7 月起，售价 4 万欧元以内的纯电动汽车政府补贴额上调 50%(即单车补贴增加

3000 欧至 9000 欧，截止至2021 年底)。电动车增值税率由此前的19%降低至16%，时间持续

到2020年12月31日。

2019 将总补贴预算由2019年的2.6亿欧元在2020~2022年提升至3.4亿~4亿欧元。

2020 法国的目标是到2025年每年生产100万辆电动或混合动力汽车。同时政府将向新购车者提供

7000欧元(A11,680美元)用于购买电动汽车，还将获得5000欧元(A8342美元)的“转换奖金”。

欧盟 2020 欧盟未来两年内将为购车补贴支出200亿欧元。以及成立一项400亿~600亿欧元的清洁能源汽车

投资基金。

荷兰 2020 提供 1720 万欧元补贴，包括补贴新电动车1000万欧元，以及二手电动车720万欧元。

希腊 2020 政府将在 18 个月内资助 1 亿欧元用于购买新能源车，单车最高奖励接近 1 万欧元 。

英国 2020 考虑奖励司机高达6000英镑的补贴将燃油车更换至电动车。

德国

 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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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新能源汽车销量在疫情中逆势增长0101

疫情对欧洲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影响较为短暂，欧洲新能源汽车销量逆势增长。不同于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的长时间恢复，欧洲新能源汽车销

量在2020年3月、4月受到冲击后快速反弹，并且欧洲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不断提升，迎头超越中国。

欧洲新能源汽车销量的增速呈现V字形，受疫情影响时间短（单位：万辆）

数据来源： Marklines、EV sales，中汽协，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欧洲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在疫情中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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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疫情对出行方式造成
长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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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解封初期公共交通受到重创，（电动）自行车、私家车、步行受到追捧0102

疫情解封初期人们更偏向于自行车、步行、私家车出行，而非公共交通出行。根据BCG的调查显示，封闭解除初期，美国、欧洲、

中国的消费者都展示出相同的出行意愿变化特征，人们更倾向于步行、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私家车等出行方式，而减少使用公

共交通和共享交通的出行频率。

疫情解封初期，城市居民出行方式的频率变化

数据来源： B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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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得到控制后，公共交通出行仍难以恢复至疫情前水平0102

随着疫情危机逐步消退，人们对公共交通需求的下降会得到回暖。根据BCG的调查，未来12到18个月（2021年中到2021年年底），随着时

间的推移和危机的消退，公共交通和共享出行可能会缓慢恢复。短期内不愿意使用公共交通的受访者（50%的受访者）将减少约一半。

在疫情得到控制后，国内航空、铁路客运量恢复缓慢，仍然难以达到疫情前的水平。2020年6月，国内航线客运量、铁路客运量仅恢复至

2020年1月的58%、61%。

疫情解封后短期与中长期，城市居民出行方式的频率变化对比

数据来源： BCG、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国内航空、铁路客运量在疫情的重挫后恢复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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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气候变暖将导致极端气候增加从
而导致能源总需求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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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C减弱将导致全球变暖0103

AMOC:北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AMOC）是大洋热盐环流传送带的重要组成部分。

AMOC对古代气候影响：淡水过量输入, 当AMOC减弱时，海洋向北的热输送减少，导致欧洲及北半球变冷。

AMOC对现代气候影响：在工业化后的气候背景下，AMOC减弱固然会导致低纬度向高纬度热量输送减少，但同时向次表层及中深层海洋的

热量输送也会减少，从而使得温室气体热辐射作用形成的热量更多停留在海洋表面，进而加热大气，导致气候变暖加剧。

AMOC是大洋热盐环流传送带的重要组成部分

数据来源： Nature

历史上AMOC减弱使全球进入冰川时期 近代气候下AMOC减弱与全球气候变暖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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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全球变暖加剧，极端天气数量增加0103

厄尔尼诺与全球变暖之间存在一致性。2018年nature杂志的论文《Increased variability of eastern Pacific El Niño under greenhouse 

warming》研究了国际耦合模式比较计划第5阶段（CMIP5）中的17个气候模型，以评估在未来全球变暖的场景下，太平洋东部厄尔尼诺现

象的变化。几乎所有模型（88%）都预测各自异常中心的海面温度的波动幅度将变大。这对应的是在目前阶段（1900年-1999年）和未来预

测期（2000年-2099年）之间，太平洋东部厄尔尼诺海面温度的变化幅度整体平均上升15%。

东太平洋型厄尔尼诺变率（上图）和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频率（下图）在20世纪（1900-1999）和全球变暖（2000-2099）试验场景下的差异

数据来源：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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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全球能源结构中原油消费的现状
及未来展望



16

行业专题报告

请参阅附注免责声明

BP预计全球能源快速转型情境下，原油消费顶峰将出现在2025年0104

BP的三种情景假设下碳排放力度的区别

数据来源：BP

化石能源，新能源，及电力在最终能源消费中的占比变化

快速转型情景下，原油消费将在2025年达到顶峰 原油消费的下滑主要将来自交通运输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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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对原油消费造成长尾效应，原油需求顶峰或提前5-10年到来0104

新冠疫情造成原油需求下降的长尾效应

数据来源：BP、EXXON MOBILE、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Quadrillion BTUs

Power generation Share2017 Share2020E Share2017 Share2020E

Oil 5% 4% 3% 2%

Gas 25% 25% 26% 27%

Coal 43% 41% 32% 27%

Nuclear 13% 14% 23% 25%

Hydro 7% 7% 6% 6%

Wind 2% 2% 3% 4%

Other renewables 6% 7% 8% 9%

End-use sectors Share2017 Share2020E Share2017 Share2020E

Oil 39% 39% 49% 48%

Gas 18% 18% 21% 22%

Coal 12% 10% 4% 3%

Biomass/Waste 7% 7% 2% 2%

Electricity 17% 18% 19% 20%

Biofuels 1% 1% 1% 1%

Other 7% 7% 4% 4%

World OECD

发电结构与终端消费结构中原油占比差异较大

疫情对于石油需求产生了长尾效应。疫情促进了各国对绿色经济的扶持，汽车电动化进

程得以加速，线上办公、远程会议等方式改变了人们的工作生活习惯。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IMF)3月份发布报告称，石油需求预计2040年或更早到达峰值。

在当下的能源结构中，尽管发电结构中可再生能源已经占据较高比例，原油占比较小；

但在终端消费结构中原油占比依然较高。

BP对全球能源转型路径进行探讨，主要分为三种情景：1.快速转型情景。2.净0情景。3.

一切如常场景。

在一切如常场景的假设下，原油在一次能源消费的占比将在2035年后出现缓慢下降，原

油需求的高峰期将出现在2030年。而在快速转型情景假设下，原油需求占比在2030年

开始将出现快速下降，而原油需求的高峰期会提前至2025年。

总体来看,BP认为原油需求的下降将主要出现在交通运输领域。即汽车电动化等因素导致

的原油交通需求带来的锐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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