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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于大勇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统计显

示，3 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表现仍然

明显好于行业，环比和同比继续保持快速

增长势头。一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延续

了快速增长势头，双双超过百万辆，市场占

有率达到19.3%，新能源汽车的战略引领作用

进一步凸显。

专家表示，新能源汽车消费群体与传统

燃油汽车消费群体存在差异，消费力在新能

源汽车购买上呈现持续爆发的状态，对今年

新能源汽车仍有乐观态度。

新能源汽车成车市最大赢家

数据显示，今年 3月份，我国汽车产销分

别达到 224.1 万辆和 223.4 万辆，同比下降

9.1%和 11.7%。1-3 月，累计产销 648.4 万辆

和 650.9万辆，同比增长 2.0%和 0.2%，增速比

1-2月回落6.8个百分点和7.3个百分点。

“一季度车市同比增速明显回落，主要是

国内近期疫情多发，市场主体困难明显增加，

经济循环畅通遇到一些制约，新的下行压力

进一步加大。”中汽协副秘书长陈士华表示，

芯片短缺的情况没有得到明显缓解，动力电

池原材料价格快速上涨，进一步推高制造成

本，汽车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一定影响，总

体形势不及预期。

与车市整体走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3月

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46.5 万辆和

48.4万辆，同比均增长 1.1倍。其中，纯电动

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37.6万辆和 39.6万辆，同

比均增长1.1倍；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分

别完成8.9万辆和8.8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6
倍和 1.4倍；燃料电池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500
辆和367辆，同比分别增长10.1倍和5.2倍。

“从往年经验来看，新能源汽车的走势都

是逐步拉升。例如，2021年1-3月，新能源汽

车起步较强，且5-12月持续走强。今年以来，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新能源汽车需求旺盛，

因此3月走势依旧很强。”全国乘用车市场信

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在1月份和3月

份两次涨价的背景下，新能源汽车市场依旧

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体现了新能源汽车进入

需求强势拉动的持续稳定增长的良好状态。

今年一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双双超过

百万辆，分别完成129.3万辆和125.7万辆，同

比均增长 1.4倍，市场占有率达到 19.3%。其

中，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03.6 万辆和

100.7万辆，同比均增长1.3倍；插电式混合动

力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5.6万辆和 24.9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2.3倍和2.0倍。

“随着动力电池原材料价格的持续上涨，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新能源汽车动力结构的调

整，而这一调整将更多地往插电式混合动力

汽车方向倾斜，进一步促进插电式混合动力

汽车的发展。”陈士华说。

呈现良好发展局面

今年以来，伴随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坡、原

材料价格上涨，导致新能源汽车价格普遍上

涨，但终端市场数据仍然亮眼。乘联会发布

的数据显示，2020年，国内新能源乘用车销量

达到 117万辆，同比增长 10%。2021年，新能

源 乘 用 车 销 量 达 到 331 万 辆 ，同 比 增 长

183%。2022年 1-3月，新能源乘用车批发为

119万辆，同比增长145%。

“在今年 1月份调价之后的 2月份，国内

新能源乘用车零售量达到 27.3万辆，同比增

长 180.9%。涨价企业订单恢复较快，总体而

言，新能源汽车市场并未因为车型涨价而出

现低迷。”崔东树表示，加上 3月份又一次调

价，目前两轮价格上涨的影响暂时不明显。

“首先，新能源汽车的销售模式是订单销

售，目前各车企手里有较多未涨价前的订单，

导致 3-4月基本是消化前期订单，因此销量

影响不大。其次，高油价导致新能源汽车优

势进一步放大，新能源车的性价比得到了明

显提升。第三，新能源汽车目标群体的刚性

需求较强，价格敏感度相对较低，小幅度价格

变化不会明显影响需求。第四，新能源汽车

涨价前的订单价格锁定，形成早订车的锁定

价格便宜的结果，从而引发更多消费者抢订

的新局面。”崔东树说。

“2021年，我国车市进入一个相对平稳增

长的特征，但新能源汽车保持高增长趋势。

车市连续两年的相对低迷为 2022 年奠定了

高增长基础。今年的后期，新能源汽车增长

压力可能会不断加大。但从基数看，今年的

后期仍将持续较高增长。”崔东树说。

累计推广突破千万辆

在近日国新办举行的一季度工业和信息

化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

新闻发言人、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罗俊杰介

绍，我国新能源汽车已累计推广 1033 万辆，

突破 1000万辆大关，成为引领全球汽车产业

电动化转型的重要力量。

他表示，目前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已

达 19.3%，同比增长 11.4%。与此同时，中国

品牌新能源乘用车累计销量（今年一季度）同

比均增长1.5倍，高于市场整体增速。在乘用

车总销量中，中国品牌占比达到 75.1%，同比

提高2%，呈现蓬勃发展态势。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罗俊杰也表示，当前

新能源汽车发展尚面临疫情冲击、原材料涨价、

芯片短缺等挑战，需各界共同努力推动解决。

下一步，工信部将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发

展和安全，深入实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

划（2021-2035年）》，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

展再上新台阶。具体体现在四方面：

一是完善支持政策。尽快研究明确车购

税优惠延续等支持政策，优化“双积分”管理

办法。根据双碳目标“1+N”政策体系要求，

组织编制汽车产业低碳发展路线图，为行业

企业提供指导。

二是促进跨界融合。推动电动化与智能网

联技术融合发展，进一步提高动力电池安全、低

温适应等性能，加快5G、车路协同的技术应用，

提升新能源汽车产品质量和驾乘体验。

三是促进推广应用。持续开展新能

源汽车下乡以及换电模式试点工作，启动公

共领域车辆全面电动化城市试点，会同相关部门

加快推进充换电设施建设，推动实现信息共享、

统一结算，提高充换电的便利性。

四是强化稳定运行保障。适度加快国内

资源开发进度，会同有关部门坚决打击囤积

居奇、哄抬物价等不正当竞争行为，推动原材

料价格尽快回归理性。发挥汽车产业链供应

链畅通协调平台作用，保障零部件生产供应，

继续实施汽车芯片攻坚行动，强化资源统筹

布局，遏制盲目投资、重复建设。

俄罗斯科学家发明一种

预防矿井爆炸技术

本报讯 近日，俄罗斯库兹巴斯国立技术大

学为煤炭企业开发了一套自动化抑尘系统，这项

技术不仅有助于避免矿井爆炸，还能减少煤矿开

采对环境的影响。

该技术主要基于“干雾”原理，将空气中的粉

尘浓度减至正常情况的 1/10，用水量是同类产品

的1/10。该系统喷出的液滴直径为2-50微米，可

有效沉降粉尘，同时避免过度湿润。这套系统在

最易形成粉尘的地方安装喷嘴，使用压缩空气进

行喷射。根据粉尘的具体化学成分，可向水中添

加各种化合物，从而更好地起到抑尘作用，进而预

防粉尘和空气混合后引发的爆炸。

美国科学家发现光子芯片可帮助

突破量子计算设备的尺寸限制

本报讯 近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研究人员

使用现成材料创建了一个小型光子电路，该电路使

用声波来隔离和控制光，并可以适应不同的波长。

这项创新或能促进量子设备微型化，使量子技术更

具功能性和便携性。

该研究成果发表在《自然·光子学》期刊上。

该团队使用常见的光学材料开发了一种非磁

性隔离器，其尺寸仅为传统隔离器的一小部分。芯

片大小的隔离器可以隔离和控制光线的方向，消除

不受阻挡的光线对器件性能的不利影响，这种设计

是解决传统量子技术的规模和效用问题的一种方

案。研究表明，小型化量子计算设备对于实现量子

技术的全部潜力至关重要。

澳大利亚科学家开发出

新一代复合玻璃技术

本报讯 近日，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与国际

合作伙伴组成的全球研发团队开发出了一种可广

泛应用于LED照明、智能手机、电视和电脑屏幕的

新一代复合玻璃技术。这种新技术不仅可使生产

出的玻璃屏幕强度增加、牢不可破，而且图像如水

晶般清晰。

相关论文发表在《Science》杂志上。

昆士兰大学领导的研发团队历时两年，开发

出一种将纳米晶体包裹结合在多孔玻璃中的工

艺，这种技术是保持材料稳定性、提高其效率和抑

制有毒铅离子从材料中滤出的关键，并具有可扩

展性，为许多应用打开了大门。经该工艺改进后

的纳米晶体不仅更加坚固，而且通过调整它们的

光电特性，使其具有极好的发光效率，可使屏幕呈

现出令人惊叹的图像质量。这一突破性发现将开

启用于能量转换和催化的纳米晶体玻璃复合材料

的新时代。

韩国利用3D打印技术研发

高性能可穿戴设备设计制造技术

本报讯 近日，韩国科学技术院（KAIST）机械

工学系成功研制了适用复杂形状的3D可穿戴电子

设备的设计和制造基础技术。

相关成果发表在《科学与进步（Science Ad⁃
vances）》杂志上。

研究团队先通过已开发的预设扭曲板技术打

印出 2D 胶片，再通过 3D 热成形打印技术制造成

品。该可穿戴电子设备能保证最小误差并能接受

多样生物信号，可精确地测量、传递信息。目前，研

究团队利用此技术开发了“手指型触摸感应器”和

“脚跟软压力传感器”，克服了以往同类产品的穿戴

不舒适和贴合度不高，导致检测和传递信息不稳定

的缺点。

本报讯 （记者 于大勇） 近日，工业

和信息化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关于

化纤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

2025年，规模以上化纤企业工业增加值年均

增长5%，化纤产量在全球占比基本稳定。

据了解，我国化纤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

70%，化纤占我国纺织纤维加工总量的84%，

先进功能纤维、高性能纤维等化纤新材料是

纺织行业稳定发展和持续创新的核心支撑，

也是新材料产业重要组成部分。推动化纤

工业高质量发展，对深化纺织行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满足消费升级需求，服务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十四五”时期，我国化纤工业发展环

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自主创新能力不

强、产品附加值较低、部分关键原料和装

备存在短板等问题对行业制约越发凸显，

双碳目标任务对化纤工业低碳转型和可持

续发展提出更高要求，亟需推进产业基础

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锻造长板优势，

推动高质量发展。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相关负

责人表示，《指导意见》按照“创新驱动，塑

造优势；优化结构，开放合作；绿色发展，

循环低碳；引领纺织，服务前沿”的基本原

则，提出了一系列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推

动化纤工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行业研发

经费投入强度达到 2%，高性能纤维研发制

造能力满足国家战略需求。数字化转型取

得明显成效，企业经营管理数字化普及率

达 80%，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 80%。绿色

制造体系不断完善，绿色纤维占比提高到

25%以上，生物基化学纤维和可降解纤维

材料产量年均增长 20%以上，废旧资源综

合利用水平和规模进一步发展，行业碳排

放强度明显降低。到 2025 年，规模以上

化纤企业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5%，化纤

产量在全球占比基本稳定，形成一批具备

较强竞争力的龙头企业，构建高端化、智

能化、绿色化现代产业体系，全面建设化

纤强国。

《指导意见》围绕发展目标，从产业链

创新、高端化发展、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绿

色低碳转型、实施“三品”战略等方面，提

出五项重点任务。

世界首个海上超稠油储量
规模化开发油田投产
本报讯 近日，世界首个海上大规模超

稠油热采开发油田——中国海油旅大5-2北

油田一期项目顺利投产。该模式的成功应

用，将撬动渤海湾盆地上亿吨宛如“黑琥珀”

一般的特超稠油资源的开发。

旅大 5-2北油田位于渤海辽东湾海域，

平均水深约 29.4 米。该油田预计到 2024 年

将实现一期项目高峰年产原油达40万吨，油

田完全投产后预计可累产原油超 650 万吨，

全部炼化成沥青可铺设5000余公里的4车道

高速公路，相当于北京到三亚的直线往返距

离，是渤海油田上产 4000万吨的重要开发项

目之一。

稠油，即相对黏稠、流动性差的原油，产

量低、效益差。旅大 5-2北油田属于非常规

稠油，地层原油黏度超过5万毫帕秒，是渤海

已开发最稠原油的20倍以上，常温下接近固

体沥青，根本无法流动。渤海油田非常规稠

油探明储量超过 6亿吨，占渤海总探明地质

储量的 14.5%，唤醒这部分沉睡的地下资源，

变规模储量为产量，将为渤海油田实现上产

4000万吨提供重要支撑。

相比于陆地，海上稠油的开发难度要大

很多。辽东作业公司副总经理汪本武介绍

说，由于海上油田不可能像陆地那样打密集

的井网，为了有效动用这一部分特、超稠油储

量，找到适合海上大井距条件下热采高效开

发的“良方”，中国海油组织开展了方案设计、

机理表征、效果评价和接替技术等一系列研

究，相继攻克了高温注采一体化、井下高温安

全控制等世界级难题，创新提出了渐进式预

热地层的注热方案，为旅大 5-2北油田一期

项目特超稠油快速开发奠定了基础。

经济性是稠油开发的关键。超稠油黏度

高、产能低、采收率低并且回报率低。海上平

台空间小、成本高，但稠油热采却占地大、投

入多。近年来，中国海油通过技术攻关，形成

了井口抬升控制、井下耐高温工具、一体化管

柱、注汽工艺等海上稠油热采技术体系，实现

特超稠油规模化、经济开发的突破。 阿布

2022年一季度，西安新能源汽车产销14.62万辆，同比增长1692.6%。图为工作人员在西

安比亚迪草堂工业园汽车总装厂进行新能源汽车装配。 新华社记者 刘潇/摄

近 一 段 时 间 以

来，中国（黑龙江）自由

贸易试验区哈尔滨片

区坚持一手抓防疫，一

手抓经济，加大与数字

经济头部企业合作，深

入推进数字经济涉及

的新材料、电子信息制

造、软硬件服务三大产

业集群化发展的产业

定位，通过数字经济内

部产业链划分，形成数

字经济产业细分图谱，

努力实现数字经济转

型发展。图为 4 月 24
日工人在哈尔滨中科

盈江科技有限公司生

产车间作业。

新华社记者
张涛/摄

一季度产销双双超过百万辆 同比增长均为1.1倍

新能源汽车跑赢车市延续快速增长

到2025年绿色纤维占比提高到25%以上

两部门发文推动全面建设化纤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