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讀]車用 LNG 價格競爭力上升 

  5 月 14 日，國家財政部、工業和信息化部、交通運輸部聯合發布《關于完善城市公交

車成品油價格補助政策加快新能源汽車推廣應用的通知》（原文見本頁下方），明確從 2015

年起，對城市公交車成品油價格補助政策進行調整，進一步理順補助對象和環節，加快新能

源公交車替代燃油公交車步伐，幷調整了現行城市公交車成品油價格補助政策：2015-2019

年，現行城市公交車成品油價格補助中的漲價補助以 2013 年實際執行數作爲基數逐步遞

减，其中 2015 年减少 15%、2016 年减少 30%、2017 年减少 40%、2018 年减少 50%、2019

年减少 60%。 

  2014 年 11 月至 2015 年 1 月，成品油消費稅連續三次上調，累計增幅 52%（722 元/噸），

LNG 等無需繳納消費稅的産品相較汽油在車用市場上的價格優勢明顯。此外，在 LNG 與天

然氣角逐中，雖然市場更加青睞天然氣，但 LNG 與天然氣的價差縮窄、LNG 氣源增加也爲

其車用發展提供了新的利好。 

  具備推廣優勢 

  國家財政部連續三次發文上調汽油消費稅，每噸汽油零售價格中包含的消費稅由之前的

1388 元增至 2110 元，相比之下，LNG、天然氣在零售價格方面會有先天優勢，而汽油消費

稅增加也意味著“氣”相較于“油”的優勢的增加。 

  過去幾年，符合車用標準的 LNG 資源不足、價格長期高于天然氣是制約 LNG 車用發

展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近來已出現的市場變化和趨勢顯示，LNG 的劣勢在逐步减弱。 

  從資源來看，進口 LNG 以及國産的高清潔氣源增多。國際市場 LNG 資源在不斷增多，

中國進口碼頭進口量從 2013 年至今不斷創新高。進口氣多爲高純度的丙烷或丁烷，質量優

于大部分國産 LNG，符合車用標準，因此可用在車用市場的 LNG 比例在不斷增加。而且，

華北、山東新的進口碼頭的投用，也讓進口資源的可覆蓋範圍大大拓寬（至 2013 年，都僅

有華東、華南有碼頭可以卸載進口 LNG）。另外，深加工的發展致國産 LNG 中的烯烴資源

被利用，國産燃燒用氣中烷烴比例大增，質量有所提升。 

  從價格上看，由于從 2014 年 10 月開始 LNG 價格下跌，LNG 與天然氣的價格關係已發

生改變——天然氣相較于 LNG 已不再有明顯價格優勢，部分時候 LNG 價格甚至低于天然

氣。“由于天然氣價格的逐步市場化，未來與 LNG 相比也難有像過去一樣顯著的優勢。”

安迅思分析師呂慧敏說。 

  “勁敵”仍是天然氣 

雖然市場對于發展天然氣加氣站興趣未减，但 LNG 加氣市場却長期低迷。即便業內專

家學者、企業和用戶對 LNG 車用氣市場的重新關注，但大勢仍舊是市場對“氣”的關注集

中在天然氣上。車用市場對天然氣的青睞遠勝 LNG，主要有兩點原因，一方面是政府目前

倡導天然氣替代汽油，另一方面是 LNG 車用市場缺乏良好的加氣站設施和市場加氣網絡，

且相較終端市場上中游發展速度太快。 



中石油昆侖燃氣相關人士表示，政府更加青睞天然氣而非 LNG 主要因爲液化車用、民

用等市場確實存在一些以劣充好的不規範操作，導致了過去一些安全事故的發生，地方政府

也不願意再冒風險，因此有一些‘談 LNG 色變’的情况。” 

  專門從事加氣站建設項目的青島安燃工程諮詢有限公司工作人員表示：“我們過去做了

很多加氣站的項目，但大多是天然氣加氣站，車用 LNG 加氣站寥寥無幾。” 

  而中上游發展較快也影響車用 LNG 市場。陝西省燃氣設計院院長郭宗華給記者算了一

筆賬，相對終端市場，處于上游的 LNG 工廠、中游的 LNG 加氣站發展速度很快，預計 2015

年將有 60 多座 LNG 工廠建成投産，將有 1000 多座 LNG 加氣站建成投産。2015 年按 LNG

重型貨車新增 5 萬輛計算（2014 年不到 4 萬輛），每車每天用氣 300 方，每年按 300 天運

行天數計算，新增 LNG 重型貨車需每天消耗氣量 1500 萬方，但 60 座液化工廠，每天處理

量平均按 50 萬方計算，每天新增産量 3000 萬方。“新建 LNG 工廠産量仍是新增 LNG 重

型貨車用氣量的 2 倍，供大于求趨勢明顯。” 

  過去由于車用 LNG 資源比較缺乏，車用氣供不應求且價格高于普通燃燒用 LNG，確實

存在部分商家用普通燃燒用氣充當車用氣銷售的現象，讓用戶深受其害。因此無論是車用氣

用戶還是政府，對車用 LNG 市場信任度都不高。 

  在汽油消費稅大幅提升的大環境下，爲 “氣”替代“油”提供了更多的動力。而高標

準 LNG 供應增加、價格與天然氣趨近也爲 LNG 車用帶來了額外的利好。不過由于政策引

導和一些歷史原因，天然氣仍舊是 LNG 車用市場發展的最大勁敵。 

來源：中國能源報 

---------------------------------------------------------------------------------------------------------------------                    

《關于完善城市公交車成品油價格補助政策加快新能源汽車推廣應用的通知》 

財建[2015]159 號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計劃單列市財政廳（局）、工業和信息化主管部門、交通運輸廳（局、

委），新疆生産建設兵團財務局、工業和信息化委員會、交通局： 

  按照《國務院關于印發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産業發展規劃（2012－2020 年）的通知》（國

發〔2012〕22 號）、《國務院關于印發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的通知》（國發〔2013〕37

號）、《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快新能源汽車推廣應用的指導意見》（國辦發〔2014〕35 號）

等文件要求，爲進一步加快新能源汽車推廣應用，促進公交行業節能减排和結構調整，實現

公交行業健康、穩定發展，經國務院批准，從 2015 年起對城市公交車成品油價格補助政策

進行調整。有關事項通知如下： 

  一、充分認識城市公交車成品油價格補助政策調整的重要意義 

  2006 年起實施的成品油價格補助政策，促進了石油價格形成機制的不斷完善和城市公

交行業的穩定發展。但成品油價格補助政策的長期執行，實際形成了鼓勵購買和使用燃油公

交車、阻礙新能源公交車推廣應用的不良機制，不利于優化公交行業能源消費結構，與國家

節能减排、大氣污染防治和發展新能源汽車的工作要求不相符，迫切需要發揮價格機制的調

節作用，建立鼓勵新能源公交車應用、限制燃油公交車增長的新機制。 



  二、總體思路和基本原則 

  通過完善城市公交車成品油價格補助政策，進一步理順補助對象和環節，加快新能源公

交車替代燃油公交車步伐。一方面還原燃油公交車的真實使用成本，遏制燃油公交車數量增

加勢頭，另一方面調動企業購買和使用新能源公交車的積極性，鼓勵在新增和更新城市公交

車時優先選擇新能源公交車，推動新能源公交車規模化推廣應用，促進公交行業節能减排，

爲大氣污染防治做出貢獻。 

  （一）總體思路。 

  統籌考慮各類城市公交車購置和運營成本，在對城市公交行業補助總體水平相對穩定的

前提下，調整優化財政補助支出結構，平衡傳統燃油公交車和新能源公交車的使用成本，逐

步形成新能源汽車的比較優勢。循序漸進，分類實施，推動形成有利于城市公交行業節能减

排和新能源汽車産業發展的政策環境，確保公交行業平穩轉型、健康發展。 

  （二）基本原則。 

  一是統籌兼顧，突出重點。統籌考慮城市用油、用氣、新能源等公交車一定期限內購置

及運營成本，調整現行成品油價格補貼政策，加大對新能源公交車支持力度，及時研究制訂

用氣公交車支持政策。 

  二是總量穩定，結構優化。在對城市公交行業補助總體規模穩定的前提下，通過逐年降

低城市公交車成品油價格補助和增加新能源公交車運營補助，加大對新能源公交車支持力

度，逐步形成新能源公交車的比較優勢，優化城市公交車輛産品結構。 

  三是分類實施，循序漸進。對現行城市公交車成品油價格補助中因稅費改革産生的補助

（即 2008 年國務院實施成品油價格和稅費改革時，對因取消公路養路費等六項收費後提高

汽柴油消費稅形成的漲價給予的補助，以下簡稱費改稅補助）和成品油價格上漲産生的補助

（以下簡稱漲價補助）區別對待。費改稅補助，以 2013 年實際執行數爲基數予以保留。漲

價補助與新能源公交車推廣完成情况挂鈎，補助金額逐步减少。 

  四是績效考核，有獎有罰。對各省（區、市）新能源公交車推廣情况進行考核，完成新

能源公交車推廣目標的，給予新能源公交車運營補助；對未完成目標的，按照一定比例扣减

本省（區、市）成品油價格補助中的漲價補助。 

  三、政策措施 

  （一）調整現行城市公交車成品油價格補助政策。 

  1.現行城市公交車成品油價格補助中的費改稅補助作爲基數保留，不作調整。2015－

2019 年，費改稅補助數額以 2013 年實際執行數作爲基數予以保留，暫不做調整。 

  2.現行城市公交車成品油價格補助中的漲價補助以 2013 年作基數，逐年調整。2015－

2019 年，現行城市公交車成品油價格補助中的漲價補助以 2013 年實際執行數作爲基數逐步

遞减，其中 2015 年减少 15%、2016 年减少 30%、2017 年减少 40%、2018 年减少 50%、2019

年减少 60%，2020 年以後根據城市公交車用能結構情况另行確定。 

 



  （二）漲價補助數額與新能源公交車推廣數量挂鈎。2015-2019 年，城市公交車成品油

價格補助中的漲價補助數額與新能源公交車推廣數量挂鈎。其中，大氣污染治理重點區域和

重點省市（包括北京、上海、天津、河北、山西、江蘇、浙江、山東、廣東、海南），2015

－2019 年新增及更換的公交車中新能源公交車比重應分別達到 40％、50％、60％、70％和

80％。中部省（包括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和福建省 2015－2019 年新增及更換

的公交車中新能源公交車比重應分別達到 25％、35％、45％、55％和 65％。其他省（區、

市）2015－2019 年新增及更換的公交車中新能源公交車比重應分別達到 10％、15％、20％、

25％和 30％。達到上述推廣比例要求的，漲價補助按照政策調整後的標準全額撥付。未能

達到上述推廣比例要求的，扣减當年應撥漲價補助數額的 20%。新能源公交車推廣考核具

體辦法由工業和信息化部、交通運輸部、財政部另行制訂。 

  （三）調整後的城市公交車成品油價格補助資金由地方統籌使用。調整後的城市公交車

成品油價格補助資金由地方統籌用于城市公交車補助。各省（區、市）財政、工業和信息化、

交通運輸等部門根據本地實際制定具體管理辦法。城市公交車補助問題由地方政府通過增加

財政補助、調整運價等方式予以解决，確保公交行業穩定。 

  （四）中央財政對完成新能源公交車推廣目標的地區給予新能源公交車運營補助。 

  爲加快新能源公交車替換燃油公交車步伐，2015-2019 年期間中央財政對達到新能源公

交車推廣目標的省份，對納入工業和信息化部“新能源汽車推廣應用工程推薦車型目錄”、

年運營里程不低于 3 萬公里（含 3 萬公里）的新能源公交車以及非插電式混合動力公交車，

按照其實際推廣數量給予運營補助。具體標準見附件。2020 年以後再綜合考慮産業發展、

成本變化及優惠電價等因素調整運營補助政策。 

  四、資金申請和撥付 

  （一）城市公交車成品油價格補助。 

  調整後的城市公交車成品油價格補助資金將采取年初預撥、年度清算的資金撥付方式，

即： 

  1.在每年 4 月底前，中央財政將各省（區、市）當年應享受的全部費改稅補助資金和 80%

的漲價補助資金，提前撥付給省級財政部門（2015 年度補助資金將在政策發布後一個月內

撥付地方）。 

  2.剩餘 20%的漲價補助資金，在下一年度 4 月底前，對該省（區、市）的新能源公交車

推廣工作核查後，向符合條件的省（區、市）進行撥付，不符合條件的將不予撥付。具體的

申報、核查程序以及時間要求如下： 

  （1）由縣、市級交通運輸部門和道路運輸管理機構組織力量，對本轄區城市公交企業

新增及更換公交車數量、新能源公交車實際推廣使用數量、新能源公交車行駛里程及車輛購

置發票等相關證明材料進行統計、整理、匯總，經核實幷公示無异後，于每年 2 月 10 日前，

逐級上報至省級交通運輸部門，同時抄報同級財政、工業和信息化、審計部門。 

  （2）省級交通運輸部門收到下級交通運輸部門上報的車輛信息及相關證明材料後，經

審核和重點抽查，將本省（區、市）新增及更換公交車數量、新能源公交車實際推廣數量、



新能源公交車運營里程等情况整理匯總，于每年 2 月底前，上報至交通運輸部，幷抄送同級

財政、工業和信息化、審計部門及財政部駐當地財政監察專員辦事處。 

  （3）交通運輸部會同工業和信息化部對各省（區、市）公交車推廣情况進行整理、匯

總和分析，核定各省（區、市）新能源公交車推廣數量和占新增及更換的公交車的比例，確

定各省（區、市）是否完成相應的新能源汽車推廣任務，將審核報告于每年 3 月底前提交至

財政部。 

  （4）財政部根據交通運輸部、工業和信息化部審核結果，向符合條件的省（區、市）

撥付剩餘 20%的城市公交車成品油價格補助資金。 

  3.省級財政部門收到財政部下達的補助資金（包括預撥資金和清算資金）後，應當會同

同級交通運輸、工業和信息化部門逐級下撥資金。基層財政、交通運輸和工業和信息化部門

應當及時將補助資金發放到補助對象。 

  （二）新能源公交車運營補助。 

  新能源公交車運營補助資金將采取存量部分年初撥付、增量部分年終清算的方式，即： 

  1.在每年 4 月底前，中央財政對以前年度（從 2015 年 1 月 1 日起）已購買幷上牌，且

在正常運行（年運營里程不得低于 3 萬公里）的新能源公交車，按照附件中確定的補助標準，

將運營補助資金撥付給省級財政部門，與城市公交車成品油價格補助預撥資金一幷下達。 

  2.當年新投入運營的新能源公交車，中央財政將于下一年度 4 月底前，向符合條件的省

（區、市）撥付運營補助資金，與城市公交車成品油價格補助清算資金一幷下達；不符合要

求的將不予撥付。 

  補助資金應當專款專用，全額用于補助實際用油者和新能源公交車的運營，不得挪作他

用。 

  五、保障措施 

  城市公交車成品油價格補助政策調整涉及城市公交企業和廣大群衆切身利益，實施新能

源汽車替代燃油車是一個系統工程，各地區要統一思想，精心組織，周密部署，做好有關工

作，確保順利實施。 

  （一）加强組織領導。城市公交車成品油價格補助政策調整以省（區、市）爲單位實施，

財政部、工業和信息化部、交通運輸部分工協作，共同督促地方政府加强領導，精心部署，

切實做好政策調整的組織實施工作。財政部牽頭負責政策制訂和調整、組織實施幷具體負責

中央財政補助資金的管理。工業和信息化部負責采取切實有效措施打破地方保護，督促企業

加大新能源公交車生産供應和提高質量安全保障等。交通運輸部負責對各地新能源公交車替

代燃油公交車工作的考核、監督與指導。 

  （二）加强監督檢查。各省級財政、工業和信息化、交通運輸部門要聯合有關部門加强

對城市公交車成品油價格補助政策調整工作的監督檢查，規範補助資金的申請和發放程序，

加强資金管理。對弄虛作假、套取補助資金的公交企業，一經查實，追回上年度補助資金，

幷取消下年度補助資格；對虛報瞞報新能源公交車推廣數量和推廣比例、擴大範圍發放補助



資金、截留挪用補助資金的部門和管理人員，一經查實，將嚴肅處理，幷追究相關責任人的

責任。 

  （三）做好政策宣傳。財政部、工業和信息化部、交通運輸部會同有關部門和行業協會、

企業做好宣傳工作，加强輿論引導，及時回應社會關切，爭取社會各方理解和支持，確保政

策調整平穩實施。地方各級人民政府要結合本地實際情况，加强輿論引導。 

  （四）維護行業穩定。各省（區、市）要加强公交行業動態信息監控，及時掌握改革動

態；要充分考慮公共財政保障能力、公衆承受能力和企業運營成本，加快建立城市公交成本

票價制度，消化補助政策調整給企業增加的運營成本，維護城市公交行業健康穩定發展。 

  （五）做好政策銜接。地方政府及相關部門應當按照本通知要求，儘快完善補助資金的

發放管理制度，幷將調整後的補助程序、補助對象、補助標準和金額等內容及時向社會公布。 

  本通知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2009 年財政部、交通運輸部聯合發布的《城鄉道路

客運成品油價格補助專項資金管理暫行辦法》（財建〔2009〕1008 號）中關于城市公交的

內容同時廢止。 

附件：節能與新能源公交車運營補助標準（2015-2019 年） 

 

財政部 工業和信息化部 交通運輸部 

2015 年 5 月 11 日 

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