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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9月15日讯（记者尤梦瑜）在实
现碳中和、推动零排放汽车发展方面，中英两
国都作出重要承诺，提出坚定目标。在电动汽
车等新能源汽车迅猛发展的势头之下，双方能
否携手抓住更多交通领域内的机遇，激发更大
发展潜力，绘就更为宏大的愿景？

9月15日下午，2021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
专题论坛之一——中英交通领域碳中和协同
发展论坛在海口举行。来自中英两国政府、企
业、学界的嘉宾各抒己见，通过主旨演讲、圆桌
论坛的形式，深入探讨双方产业发展现状，及
合作前景。

今年11月，英国将主办第二十六届联合国
气候变化大会（COP26）。作为COP26 主席
国，英国与世界各国一同在包括清洁交通在内
的关键领域开展行动。

英国第二十六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政策主题副主任西蒙·夏普在论坛上建议
各国采取强有力的电动汽车市场监管制
度，以推动电动汽车市场快速增长；为促
进新能源转型，可出台相应政策，降低零
排放转型期的成本。他希望在世界各国
的共同努力下，更快达成新能源转型。“这
次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是一个非常宝贵
的机会，能够加强各国之间的对话和沟
通，希望我们能够在接下来的第二十六届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中找到更多合作的
机会。”西蒙·夏普说。

中国国际科技交流中心主任罗晖为中英
两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合作提出建议。她
表示，双方要多层次、全方位加强新能源汽
车交流合作，把汽车与交通科技合作纳入框
架；共建国际汽车技术社区；支持国际科技
组织发挥多边合作的平台作用；大力
推动新能源汽车国际技术贸易，
促进国际技术转移和成果的
转化，让新技术为新能
源汽车的发展提供
强劲的动力。

“在实现交通领域碳中和目标，推进新能
源汽车发展上，英国需要做三方面努力。第
一，政府层面需要提升电动汽车生产能力，使
其满足市场需求。第二，需要构建世界级别
的一流基础设施，如充电基础设施等。第三，
需要准备最好的条件，做出最好的产业成果
转化。我们要跟利益相关方和政府开展合
作，保持信心。”英国汽车制造商和贸易商协
会首席执行官迈克·霍斯说，在中英两国的电
气化合作方面，很多中国企业愿意在英国进
行投资，比如比亚迪。他们投资并参与研发
英国的双层巴士、单层巴士，取得了实实在在
的合作效果，鼓舞人心。

作为拥有近百年历史的老牌英国车企，
捷豹路虎在见证中国传统汽车市场蓬勃壮大
的同时，全面拥抱绿色出行变革。捷豹路虎
全球董事、中国区首席执行官及总裁潘庆认
为，中英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企业愿扮演好
探路者、开拓者的角色。在潘庆看来，今时今
日的交通电动化已经由政策驱动转入市场驱
动，电动车销量猛增即是有力印证。企业在
此过程中需持续构建自身体系研发能力。
人才储备、开放合作，是交通电动化的
关键。“中国市场已经成为全球创
新孵化器，鼓励着我们汽车企
业去推动交通领域碳中
和。”

清华大学助
理教授张少

君以《中国电动汽车推广的环境、健康与气候
效益》为题，回应当下对于电动汽车技术的思
考。“中国已成为全球电动汽车第一大国，在

‘双碳’政策目标驱动下，未来电动汽车仍将保
持快速增长。”张少君认为，从生命周期的角度
来看，电动汽车能起到显著的减污降碳协同增
效作用。同时，伴随着技术的进步，在未来，电
动汽车不仅会更加便宜，也会变得更加绿色。

在论坛圆桌对话环节，来自中国汽车工
程学会，中英汽车产业相关企业的嘉宾们聚
焦当下两国新能源汽车科技革新、基础设施
建设等议题，深入交流，分享经验。大家
纷纷表示，在中英交通领域碳中和
发展过程中，双方将迎来潜力
无限的合作前景。

本报海口9月15日讯（记者陈雪怡）9
月15日，2021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车规
级芯片技术突破与产业化发展”主题峰会
在海口举行。本次峰会围绕汽车电动化、
智能化需求，聚焦汽车产业深度变革对芯
片的机遇和挑战、智能汽车发展对汽车芯
片的要求、下一代电气架构下芯片的发展
方向、第三代半导体技术的突破和应用、
自主汽车芯片产业化发展路径等内容展
开研讨。

随着汽车向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
方向发展，芯片已成为支撑汽车产业转型
升级的关键。此次全球芯片供应危机更
加突显了芯片对汽车行业的重要影响。
汽车与芯片的深度融合正在孕育新的产
业生态。

芯力能（上海）技术咨询有限责任公
司中国区总经理、联合创始人兼运营副
总裁 Vincent CRUVELLIER 表示，提升
能效是电动汽车的关键，高性能实时控

制系统可以进一步优化电驱总成、高压
控制系统效率，提升整车续航里程，降低
成本。

嘉兴斯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沈华分享道，功率半导体器件是新能源汽
车电机驱动系统的核心零部件，对整车的
性能、可靠性和成本有重要影响。在车用
功率半导体器件领域特别是 IGBT（绝缘
栅双极型晶体管）领域，国内厂家已经可
以提供所有功率段的IGBT产品。

国家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中心总经理
原诚寅表示，车规级芯片作为汽车产业核
心关键零部件，决定着中国未来汽车市场
的走向，是必须自力更生解决的“卡脖子”
问题。“对整个汽车芯片产业而言，我们要
沉下心，认真地干10年，可能才会看到产
业链条形成完整的体系。中国汽车芯片
产业创新生态，是要从行业标准到关键技
术攻关，到核心芯片研制，到产品评测认
证，到最后实车验证的全生命周期业态。”

“新能源汽车与可再生能源融合
最佳实践”主题峰会举行

充分发挥电动汽车
电池储能作用

本报海口9月15日讯（记者周晓梦）
在9月15日举行的2021世界新能源汽车
大会“新能源汽车与可再生能源融合最佳
实践”主题峰会上，来自产学研等各界代
表齐聚一堂，共论新能源汽车与可再生能
源融合发展的当下与未来。

此次峰会设置主题演讲、圆桌讨论等
环节，与会嘉宾围绕中国、美国和日本的
新能源汽车与可再生能源融合（以下简称
VGI）典型示范案例展开研讨，总结分析
VGI规模化应用所需要的关键技术、标准
体系、产业链配套基础、市场机制及政策
协同策略等内容，探讨VGI商业化发展
模式和技术路线，提出VGI发展障碍的
解决方案。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江亿
认为，风电、光电是我国未来新型零碳电
力系统的主力，发展风电光电必须应对调
节与蓄能两方面的挑战，在解决调节与蓄
能问题上，可充分发挥电动汽车电池的储
能作用。智能主动式充电桩系统和主动
充电桩网络基础设施要优先建立，这有利
于带动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也有利于充分
开发电动汽车电池的储能潜力。

在现场，与会嘉宾还围绕VGI发展可
有效提升新能源汽车全生命周期的节能
减排效益、推进车网互动规模商用的路径
建议、双碳目标下的VGI策略等内容碰撞
思想、提出观点。

本次峰会由中国汽车工程学会、能源
基金会、“中国新能源汽车和可再生能源
综合应用商业化推广”项目办公室承办。

“飞行汽车解决方案及发展前景”
主题峰会举行，与会嘉宾预计——

2050年以后有望
实现立体智慧出行

本报海口9月15日讯（记者王培琳）
飞行汽车是否会成为未来出行的一个目
标？飞行汽车的使用面临着哪些困难？9
月15日，2021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飞行
汽车解决方案及发展前景”主题峰会上，
与会嘉宾预计，2030年飞行汽车可以进行
商业示范运行，本世纪30至50年代有望
实现城市空中交通，2050年以后有望实现
立体智慧出行。

本次峰会以“飞行汽车面向未来城市
交通出行”为主题，聚焦飞行汽车的定义、
技术研发现状以及推广应用中面临的挑战
和难点进行讨论。

与会嘉宾也探讨了飞行汽车的技术问
题。“未来的飞行汽车必须具备垂直起降功
能才能融入地面交通系统。旋翼和涵道风
扇是实现垂直起降的主要技术途径，涵道
风扇将更适合于未来飞行汽车应用场景。”
清华大学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张扬军说，平台构型、飞控驾驶和动力推进
是飞行汽车的三大关键技术。

沃飞长空科技有限公司技术研发总监
薛松柏认为，飞行汽车有望最早在物流运
输领域试用。飞行汽车的研发，当前最重
要的是要有高性能高可靠的动力，高能量
高安全的能源，先进智能人性的控制，包容
可进化的适航法规。

北京理工大学未来立体交通研究院副
院长张利国表示，不断涌现的新技术，为航
空器安全性带来了一定的解决方案，也带
来了新的难题，这需要大量实现去验证其
可行性。

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通用航空系主
任吕人力表示，目前有团队在做物流行业
的设计，航线标准的划设等。而飞行汽车
行业的发展需要业界广泛凝聚共识，大家
共建行业新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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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政企学界代表畅谈产业发展前景——

开放合作共绘交通绿色发展新蓝图

“私人领域电动化解决方案”主题峰会嘉宾建言——

把握消费特点
推动新能源汽车发展

本报海口9月15日讯（记者罗霞）作为
2021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活动之一，9月
15日，“私人领域电动化解决方案”主题峰
会在海口举行。与会嘉宾建言把握消费特
点，进一步推动新能源汽车发展，更好满足
市场需求。一些车企代表看好海南新能源
汽车发展前景，表示将扩大在海南的投资，
积极参与海南发展。

当前，新能源汽车已进入“市场+政
策”双轮驱动发展新阶段，已成为稳定汽
车消费、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力量。

“从增量到总量，私人购车都已经成为新
能源汽车的主体。”国家信息中心副主任
徐长明介绍，2020年，全国私人新能源汽
车增加32.1万辆；今年1至7月，全国私人
新能源汽车增加63.1万辆，公共新能源汽
车增加15.9万辆。“从去年开始，私人领域
已经呈现出明显的市场化转型，但是这并
不意味着私人领域市场化转型就会按此
趋势持续快速发展，从数据结构看，未来
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徐长明提出三点建议。一是现有传统
车企的电动车要尽可能智能化。很多品
牌电动车品质很好，但是在智能化上不能

满足年轻群体的需求。二是应支持更多
有智能化背景的高科技公司进入市场，加
速这一趋势的发展。三是要适度延续推
出一些新能源汽车支持政策。

现代汽车集团（中国）副总裁李赫埈
表示，目前已有不少期望引领潮流的消费
者选择购买氢能源汽车，但从实际运用角
度看，仍存在加氢站数量较少、维修保养
不方便等方面问题。现代汽车对未来氢
能产业的发展充满信心，将在移动出行、
氢能领域等继续扩大投资，建议制定氢能
经济相关法律和政策、实施计划，消除企
业参与的不确定性。

“海南非常适合新能源汽车发展，现
代汽车将在新能源汽车推广、移动出行等
方面加大投资海南的力度。”李赫埈说。

“智能化需要以电动化为基础。”理
想汽车首席技术官王凯提出，当前在私
人电动化领域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基
础设施的建设速度制约了电动化发展，
另一个是现有公共充电桩的使用效率比
较低。“中国智能电动车发展充满希望，
大有可为，希望大家共同把这个市场做
起来。”

与会嘉宾研讨车规级芯片技术突破与产业化发展——

“芯”路漫漫须靠技术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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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世界新能源汽车大
会。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9月15日，在2021世
界新能源汽车大会上展出
的燃料电池电堆模型。

新华社发

9月15日，2021世界新
能源汽车大会上展出的电动
跑车。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