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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C

一时之间呈刷屏之势。“

ETC

电子标签免费送”、“车辆通行费

9

折、

95

折”“车辆加油优惠、返现”……近

期， 各大银行均在紧锣密鼓进行车辆

ETC

业务免费办理及各种优惠活动的

宣传，优惠力度更是不相上下。与此同

时， 微信和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机构

也凭借自身在线上支付的优势， 加入

了这场

ETC

客户争夺战。

近日，记者在中国工商银行、中国

农业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及中国银行

的北京地区各大支行网点了解到，现

在办理及咨询

ETC

业务的用户日渐

增多， 办理流程一般均需车主本人身

份证、 驾驶证及办理相关银行的信用

卡到各大银行的“一站式”网点办理签

约，享受全流程“一站式”服务。优惠政

策方面， 除了均可免费赠送不同优惠

程度的

ETC

电子标签外，各大银行大

多均可享受现在办理免费赠送

100

元

车辆通行费的优惠， 有的银行还提供

更多的优惠服务。

以工行为例，截至

12

月

31

日，成

功完成中国工商银行卡与

ETC

速通

卡绑定的用户， 不仅可享受加油单笔

满

300

元（含）立减

50

元的优惠，还可

享受信用卡快速调额、绑卡立减、周周

立减等服务。 中国农业银行

ETC

信用

卡用户则可享全国高速打

9

折优惠。

除银行外， 微信和支付宝日前也

宣布可在线上直接免费申办

ETC

，通

过移动支付手段缴费，流程更加方便，

为广大车主提供新便利。以微信为例，

车主在微信小程序或城市服务上即可

直接申办

ETC

，全国联网通行，享受微

信支付“先通行后扣费，无需充值”的

体验，还能在线开具电子发票。

其实， 各大银行一直在

ETC

场

景有所布局， 而此轮

ETC

优惠热潮

无疑是受到了相关政策的推动。 交

通运输部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大力

推动高速公路

ETC

发展应用工作的

通知》，通知明确，从

2019

年

7

月

1

日起， 严格落实对

ETC

用户不少于

5%

的车辆通行费基本优惠政策，并

实现对通行本区域的

ETC

车辆无差

别基本优惠。另外，交通运输部指出，

鼓励

ETC

在停车场等涉车场所应

用， 加快现有车辆免费安装

ETC

车

载装置。

2019

年底前各省（区、市）高

速公路入口车辆使用

ETC

比例达到

90%

以上，同时实现手机移动支付在

人工收费车道全覆盖。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副院长董希淼表示，与目前汽车市场

的整体体量相比， 已经安装

ETC

的

车辆还不到

1/3

，距离

90%

的覆盖率

要求还相去甚远。 在政策的推动下，

未来一段时间

ETC

用户增长率会非

常快，这无疑带动了银行对这一市场

关注度的升温。“更为重要的是，有

车一族一般而言是相对中高端的客

户， 也是银行最为重要的客群资源，

对

ETC

客户群的争夺正是银行对中

高端客户群争夺的一个缩影。”他说。

董希淼表示， 更重要的是，

ETC

业务能够增强一部分用户对银行卡

的使用黏性，带动银行其他业务的发

展。“

ETC

卡使用年限较长，同时绑

定了银行账户， 在高速公路收费、停

车等业务中都会使用到。 银行可以

以此为基础，开发覆盖多方面的金融

产品， 向中高端客户推广多种业务。

进而，以汽车为中心，打造一个汽车

金融和客户生活服务的闭环，这些业

务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也是银行

争夺

ETC

市场的根本原因。 ”董希淼

说。

信用卡研究人士董峥表示，目前

来看此轮银行对

ETC

市场的热情更

多是受政策驱动，但如果未来银行以

车主为核心，将相关应用场景进一步

打开，那么汽车市场与金融产品结合

的潜力有望被进一步释放出来。他表

示，

ETC

卡片的优势在于这部分银行

卡主的活跃度会比较高，且其需求较

为刚性，这恰是银行所需要的。

（

据

《

经济参考报

》）

瞄准汽车金融

银行 ETC 场景争夺战升级

甲醇汽车正在加快进入新能

源汽车市场。 工信部等八部委此前

联合印发了《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

甲醇汽车应用的指导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提出将加快完善甲醇汽

车产业政策、技术标准，推动产业合

理布局，加快甲醇汽车制造体系建

设，并提高市场应用水平。

《意见》指出，重点在山西、陕

西、贵州、甘肃等资源禀赋条件较好

而且具有甲醇汽车运行经验的地

区，加快

M100

甲醇汽车的应用，鼓

励在有条件地区的公务、出租、短途

客运等领域使用甲醇汽车。 业内认

为，《意见》 的出台标志着甲醇汽车

市场应用将进入实质性阶段。

据了解，我国开展甲醇汽车研

发和应用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

经过

40

余年不断探索实践， 吉利

汽车、陕重汽、宇通汽车、一汽靖烨

等一批汽车和发动机制造企业已

拥有甲醇汽车专有技术，解决了甲

醇燃料存在的腐蚀性、冷启动、溶胀

性等关键技术问题，具备了甲醇汽

车自主开发能力。 自

2012

年，工业

和信息化部会同有关部门在山西、

上海、陕西、贵州、甘肃

5

省市开展

甲醇汽车试点工作，进一步对社会

关注的甲醇汽车适用性、可靠性、经

济性、安全性、环保性等性能进行了

科学系统地验证。

京山三河祥天新能源科技公

司技术负责人熊海燕介绍说，有关

数据显示， 甲醇作为车用燃料，

PM2.5

排放比汽柴油少

80%-85%

，

氮氧化物排放少

60%-80%

，一氧化

碳排放少

75%-90%

。

据有关资料显示，中国作为全

球最大的甲醇生产国和消费国，甲

醇产能在全球占比超过

50%

。 截至

2016

年， 我国甲醇产能达

8000

万

吨

/

年，且当前仍在加大甲醇产业建

设， 预计未来可新增产能

2000

万

吨

/

年。

（

据新华网消息

）

甲醇汽车应用

或将进入实质阶段

面对能源安全、 环境保护等压

力，发展氢能已成为能源转型共识。

自我国将氢能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以来， 氢能产业已经成为资本市场

和产业经济关注的重点。 虽然我国

氢能产业已初具雏形， 但在顶层设

计、核心技术、产业配套方面仍需迎

头赶上———

近期， 氢能源成为各地产业布

局的新亮点， 不少地方纷纷推出氢

能产业规划方案， 产业发展不断提

速。 比如，上海提出到

2025

年建成

加氢站

50

座， 乘用车不少于

2

万

辆，其他车不少于

1

万辆。 佛山计划

今年投入使用

10

座加氢站，力争实

现

1000

辆氢能公交车示范运营目

标。 武汉计划到

2020

年建设

5

座至

20

座加氢站， 燃料电池车示范运行

规模达到

2000

辆至

3000

辆……

产业链条构建完整

发展氢能是我国能源转型的重

要路径， 各地布局相关产业也是在

为能源转型提前铺路。

业内专家告诉记者， 氢能是指

在以氢及其同位素为主导的反应

中， 或者氢在状态变化过程中所释

放出的能量，具有来源广、可储存、

用途多、 零碳零污染及能量密度大

等特征，可发电、可供热，还可作为

交通工具燃料。 同时，氢还是一个稳

定介质，通过可再生能源制氢，可将

不稳定的可再生能源变得稳定。

国际氢能协会副主席毛宗强表

示，氢能量密度是汽油的

3

倍，是锂

电池的

130

倍， 这让氢能燃料在替

代过程中的比重不断增加。 统计显

示，目前国际制氢年产量

6300

万吨

左右， 中国每年产氢约

2200

万吨，

占世界氢产量的三分之一， 成为世

界第一产氢大国。

同时， 中国燃料电池车产量逐

年增加。 国际氢能协会提供的数据

显示，

2017

年中国共有

8

个品牌、

10

款车型的燃料电池汽车在产， 总产

量为

1272

辆， 较

2016

年同比增长

102.2%

。

2018

年，中国燃料电池车产

量达到

1619

辆，其中燃料电池专用

车

909

辆、大客车

710

辆。

发展定位尚待明晰

尽管氢是二次能源， 但具有零

碳、高效、能源互联媒介、可储能、安

全可控等显著优势，可以在交通、化

工原料、工业、建筑等诸多领域推广

应用，且从各种制氢路线看，未来我

国有足够的氢资源支撑其作为能

源。 如果将氢能纳入我国终端能源

体系，与电力协同互补，将共同成为

我国终端能源消费体系的主体，并

在我国能源转型中扮演重要角色。

值得注意的是， 燃料电池在交

通上的应用已成为氢能发展强劲动

力。 目前，燃料电池汽车已成为多国

重要战略产业。 我国可利用现有资

源优势布局氢能与燃料电池产业，

加大产业链薄弱环节及关键技术投

入，抢占战略制高点。

“虽然中国是第一产氢大国，具

有丰富的资源基础， 但国家层面仍

然没有给予氢能明确定位。 氢只是

作为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一部

分， 缺乏整体顶层设计与战略规

划。 ” 中国氢能联盟专家委员会主

任、同济大学校长助理余卓平表示，

日本、欧洲、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

均已发布氢能路线图。

北京低碳清洁能源研究院新能

源中心助理主任何广利也指出，顶

层设计至关重要，虽然有近

20

个省

市已发布相关规划， 但全国性的氢

能发展战略和规划尚未出台， 这或

许将影响我国氢能产业的发展进

程。

加速攻关完善配套

面对方兴未艾的燃料电池产

业， 完善的零部件产业链配套非常

重要。 目前，我国燃料电池用的电催

化剂、扩散层用碳纸、质子交换膜等

应用基础研究的样品测试已达到国

际水平， 但没有建立生产线不能提

供批量产品， 同时装车用的电堆关

键材料也依赖进口。

“应尽快完善产业链，实现关键

材料自主生产， 这不仅是降低电堆

成本的需要， 也是适应燃料电池车

大规模商业化的要求。 ”中国工程院

院士衣宝廉表示。

中国氢能联盟专家委员会、武

汉理工大学教授潘牧认为， 燃料电

池仍有性能提升创新的空间， 比如

新型纳米催化剂的研制需要提速，

膜电极性能的提升和电堆的创新等

都需要持续推进。“燃料电池的创新

非常关键，我国的前期积累少，追赶

的难度大， 要争取通过创新推进燃

料电池发展。 ”

倘若我国几年内不能建立起燃

料电池关键材料和部件的批量生产

线， 完全依靠进口， 发展到一定程

度，必然会出现“卡脖子”问题。

目前， 我国燃料电池系统使用

的

70MPa

氢瓶依赖进口， 空压机和

氢气循环泵也在研发和试生产阶

段。 因此，应加大硏发投入，尽快实

现批量生产， 大幅度降低电池系统

成本。 为促进关键材料和部件的批

量生产，也应加快相关标准的制定。

事实上， 除了在氢燃料电池汽

车领域优势突出以外， 燃料电池在

储能、发电等行业也具有发展空间。

毛宗强预计，到

2030

年中国将成为

世界最大的氢能与燃料电池市场；

到

2040

年，氢能或将支撑中国

10%

的能源需求。

（

据

《

经济日报

》）

成为世界第一产氢大国

我国氢能产业初具雏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