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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发布】 

一、国家财政部发布燃料电池汽车示范推广征求意见函 

5 月初，国家财政部发布《关于征求<关于开展燃料电池汽车示

范推广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文件主要面向北京市、

山西省、上海市、江苏省、河南省、湖北省、广东省、四川省财政厅

（局）。文件表示，针对氢能产业发展现状，中央财政将当前对燃料

电池汽车的购置补贴政策，调整为选择一部分符合条件的城市，围绕

燃料电池汽车核心技术产业化攻关，开展示范应用，形成布局合理、

各有侧重、协同推进的燃料电池汽车发展模式。试点示范期为四年。

示范城市采取地方自愿申报、专家评审方式确定，重点将支持珠三角、

长三角、京津冀及中部地区的城市。示范城市应因地制宜，聚焦技术

创新和产业链建设、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运行、氢能供应和加氢站建设、

政策法规环境等方向，组织开展示范应用，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

的发展模式。示范期内，示范城市要推广超过 1,000 辆达到相关技术

指标的燃料电池汽车，平均单车累计用氢运营里程超过 3 万公里。 

联盟备注：关于本次意见征求稿以及此前四部委完善新能源汽车

补贴支持政策解读详见本期《专家视角》。 

二、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建立健全清洁能源消纳长效机制的指

导意见（征求意见稿）》 

5 月 19 日，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建立健全清洁能源消纳长效

机制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文件主要针对随着清洁能源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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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扩大，消纳成果还不稳固，局部地区、局部时段消纳等问题提出

意见如下：一是构建以消纳为核心的清洁能源发展机制；二是加快形

成有利于清洁能源消纳的电力市场机制；三是全面提升电力系统调节

能力；四是着力推动清洁能源消纳模式创新；五是构建清洁能源消纳

闭环监管体系。 

联盟备注：此次征求意见稿对清洁能源富集地区，鼓励推广电采

暖、电动汽车、港口岸电、电制氢等应用，并且对清洁能源的消费主

要着眼点是完善就近交易机制，通过多种途径促进清洁能源就地消

纳。 

三、全国汽标委就《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加氢口》征求意见 

5 月 13 日，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了《汽车推荐性国

家标准<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加氢口>征求意见的函》。目前该标准处于

立项环节的网上公示阶段，并公开征求意见。该标准规定了燃料电池

电动汽车加氢口的型式要求和试验方法。准适用于使用压缩氢气为工

作介质、额定加注压力不超过 70MPa（兆帕），工作环境温度为-40℃～

50℃ 的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联盟备注：新的《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加氢口》草拟标准在原有的

GB/T 26779-2011 版本基础上进行修改，主要变动内容包括增加耐腐

蚀、温度冲击、兼容性等测试要求；增加 70MPa 加氢口尺寸；删除消

除静电设计、氢脆要求、25MPa（兆帕）加氢口尺寸设计要求等。 

四、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发布《天津港保税区氢能产业发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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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2020-2022 年）》 

5 月 17 日，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举办“天津港保税区氢能应用

推介会”，规划 2022 年前建成加氢母站 1 座、加氢站 6 座，运营氢

能燃料电池车辆（含叉车、物流车、公交大巴）不少于 800 辆，氢能

产业链年产值达到 120 亿元。天津港保税区 2020 年氢能主要工作任

务为：建成渤化永利临港 2,000 标准立方/小时氢气输配站，同时在

临港片区和空港片区建成两座加油加氢站，单座加油加氢站设计供氢

能力达到 1,000 公斤/日，2020 年内实现供氢能力 500 公斤/日。 

五、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临港新片区综合能源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 年）》 

5 月 21 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综合能

源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 年）》正式发布。计划以布局光伏、

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制氢、液氢储存和氢气充装、民用氢气管道以及加

氢站建设等项目，逐步推进氢能基础设施网络建设与完善。计划到

2022 年，完成 5 座油氢合建站的前期立项报批工作，启动绿色制氢

项目建设。到 2022 年，建成氢燃料电池动力的中运量公共交通线路

（T6 线）示范运行，结合燃料电池物流车、重卡以及大巴（班车），

形成燃料电池汽车综合运营平台；试点推进 2 个燃料电池热电联供示

范项目。 

联盟备注：此次临港新片区发布的综合能源建设行动兼顾太阳

能、风能、氢能等领域，构建多元、柔性、低碳的综合能源供应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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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建设一批兼具液化天然气、氢能、快速换电等功能的综合站点，

探索绿色能源发展道路，实现“多元化供能”。全面整合、协调、共

享电力、燃气、政府、社会等多方数据资源，建成综合能源管控平台，

达成“精细化服务”。这种顶层设计模式可为新能源技术推广提供借

鉴经验。此前，上海市政府审议通过的《上海市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

设行动方案（2020-2022 年）》提出新建约 20 座加氢站。 

    六、青岛西海岸新区发布加氢站管理暂行办法 

5 月初，山东省青岛西海岸新区发布《关于对<青岛西海岸新

区汽车加氢站规划建设和运营管理暂行办法>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文件明确加氢站建设运营管理工作由区城市管理局牵头协调，负责相

关标准规范制定的对接落实工作；区发改、消防、自然资源、生态环

境、住建、财政、交通、应急管理、审批服务、市场监管、气象等相

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依法做好汽车加氢站建设和运营管理工作。对

于固定式加氢站每座最高补贴900万元（日加氢能力≥500公斤，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建成的新建站）；撬装式加氢站每座最高补贴 400 万

元（日加氢能力≥350 公斤，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建成的新建）。同

时，根据年度调控价格给予加氢站运营企业不同标准的加氢运营补

贴：2020 年度，销售价格 40 元/公斤及以下，补贴 20 元/公斤；2021

年度，销售价格 35 元/公斤及以下，补贴 14 元/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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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视角】 

七、余卓平：有序、有重点的发展氢能，避免重复建设，集中力

量形成产业和市场 

针对近期四部委发布的《关于调整完善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的通

知》，并结合《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编制工

作，中国氢能联盟专家委员会主任余卓平表示，文件首先体现政府对

氢能及燃料电池产业发展的支持；其次，政府不鼓励氢能及燃料电池

产业“一窝蜂”式发展，选择“三有”地区打造产业链；第三，要通

过补贴来真正地拉动产业创新发展。具体建议如下： 

一是从能源的角度来看，燃料电池产业的发展跟纯电动和插电混

动汽车发展路径不同之处在于基础设施的布局完全不同这决定了不

可能遍地开花或者快速的大规模建设，需要有序、有重点的发展，分

阶段拓展应用场景，如首先聚焦于商用车发展。二是对于催化剂、质

子交换膜基板等关键技术，我国尚未实现商业化。要有针对性的鼓励，

通过优胜劣汰加速发展。以奖励的形式推动创新发展十分必要。三是

结合当前各地发展现状，首批入围城市主要在以长三角、大湾区、京

津冀以及山东为代表的区域禀赋突出的地区。这也是中国氢能联盟

2019 年发布《中国氢能及燃料电池产业白皮书》重点提到的地区。

四是对于氢能及燃料电池产业，要做 20 年甚至 30 年的长远布局。窗

口期是起步期，不意味着是盈利期，是打基础的阶段，所以大家要做

好充分的准备。 



 

- 8 - 
 

【市场动态】 

八、国家能源集团签约武汉制氢项目，发起氢能产业专项基金 

5 月 15 日，以“携手央企，共赢未来”为主题的 2020 武汉市“云

招商”央企专场活动成功举行，50 多家中央企业云集在线上视频和

活动现场，活动共签约项目 37 个，其中产业项目及基础设施项目签

约金额 1,887.8 亿元。国家能源集团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和湖北省

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武汉地质资源环境工业技术研究院有限

公司共同发起设立氢能产业专项投资基金，国家能源集团氢能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投资入股武汉中极氢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致力氢能源供应

专业平台、氢能汽车等产业链发展，将助力武汉构建氢能核心产业链，

建设国家级氢能技术创新中心、高端装备制造中心和氢能应用示范中

心。此外，国家电投华中氢能产业基地项目落户武汉开发区，拟打造

氢能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平台。其中首期投资 16 亿元，建设包括

氢能关键材料研究院和中试生产线、燃料电池量产线。 

联盟备注：与武汉云招商同期举办的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与黄

冈市政府战略合作暨格罗夫氢能产业生态园项目签约项目协议总投

资 88.6 亿元，将打造湖北省另一氢能产业高地。该项目由一院五项

目组成，即黄冈新能源工业技术研究院、格罗夫（黄冈）整车制造基

地项目、燃料电池中外合资项目、中极氢能源制氢和油氢站项目、泰

歌燃料电池动力系统项目和氢骑氢能汽车出行服务运营平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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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金属极板“中国方案”获上海市技术发明特等奖 

5 月 19 日，在 2019 年度上海市科技奖励大会上，上海交通大学

“高功率密度燃料电池薄型金属双极板及批量化精密制造技术”项目

荣获上海市技术发明奖特等奖。双极板是燃料电池的核心部件之一，

上海交通大学团队经过 15 年研发，与企业合作研制出了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金属双极板。该极板采用国际首创的“两板三场”结构设计

方式，性能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由国产双极板串联层叠组成的车

用电堆，功率为 115 千瓦，实现了燃料电池汽车的全功率驱动。 

十、淄博引入 Air Products 投资 1800 万美元建设工业副产氢项目 

5 月 11 日，山东省举行重点外商投资项目视频集中签约仪式。

其中淄博氢能综合利用项目选址在淄博桓台县东岳氟硅材料产业园，

计划用地 30 亩，预计总投资 1,800 万美元。由空气产品投资建设，

主要是利用东岳集团的富余氯碱尾氢和空气化工领先的纯化技术制

备高纯度氢气，在工业用氢、氢燃料电池用氢气等领域形成生产和销

售网络。同时，规划在淄博市范围内布局投资运营加氢站，为燃料电

池公交、园区轻卡、长途重卡物流提供服务。 

十一、中集安瑞科与 Hexagon 战略合作，发力氢气储运装备市场 

5 月 12 日，中集安瑞科与挪威上市公司 Hexagon Composites ASA

公司通过云签约的方式，在线签署《战略合作意向书》。根据该意向

书，双方将优势互补、强强联合，共同拓展中国氢气储运装备市场，

为中国以及东南亚地区清洁能源转型升级贡献积极力量。后续双方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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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在 2020 年第三季度之前签署合资协议，合资协议的架构将允许整

合双方对业务的贡献和提升业务协同效应。新合资企业预计最早将于

2021 年完成试产。 

联盟备注：当前国内车载储氢系统基本都采用 35MPa（兆帕）、

Ⅲ型瓶（铝内胆纤维缠绕型），Ⅳ型瓶（塑料内胆纤维缠绕型）在国

内市场处于长期空白。Hexagon 是全球Ⅳ型高压气瓶、清洁燃料储运

系统综合解决方案供应商，且该公司的 70MPa（兆帕）Ⅳ型瓶早已

成熟应用于各种车型上。 

十二、东风汽车自主电堆零下 20℃无辅助热源成功启动 

东风汽车公司自主开发的燃料电池中功率级电堆(H2Core-50)，

在零下 20℃、无辅助热源条件下成功启动，这标志着东风汽车成功

攻克了燃料电堆无辅助热源快速冷启动的技术难题，为燃料电池商业

化应用奠定了基础。此次测试电堆，由东风汽车研发团队自主开发，

并在该公司新能源 2 号园区自动化中试线装配完成功能样堆，样堆额

定功率 55 千瓦，体积功率密度为 3.1KW/L。东风汽车在 2018 年成立

中功率电堆研发团队。截止到目前，该项目团队已攻克多项关键技术，

在膜电极/双极板选型与测试评价、模块氢电安全、密封设计、电堆

试验等多个研发领域累计申请专利 10 余项，形成多项公司级标准和

规范。 

联盟备注：东风汽车先后在燃料电池发动机、关键零部件及整车

等方面开展研究，并与国内外知名燃料电池零部件及整车企业展开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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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合作，不断提升燃料电池汽车开发能力和技术储备，已完成了第一

代燃料电池轿车的开发。东风风神全新 AX7 FCV 氢燃料电池版本在

2019 年上海车展亮相。 

十三、浙能集团与中国航天共建氢能技术中心 

5 月 22 日，浙能集团和中国航天航天推进技术研究院联手组建

的浙江浙能航天氢能技术有限公司、氢能技术联合研发中心在杭州揭

牌成立。该中心成立后将着手氢燃料电池汽车在杭州亚运会的示范应

用，为第十九届亚运会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提供氢能保障。在此之前，

浙能集团在浙沪交界的浙江嘉善建成投运了省内首座氢电综合供能

服务站，为嘉善城市公交公司燃料电池公交示范线路提供运行保障，

并积极推动液氢工厂项目落地，建立每小时 1 立方米液态氢产量的商

用氢液化示范工厂，保障氢能稳定供应，加快省内氢能绿色交通应用

推广。 

联盟备注：浙能集团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氢能产业战略合作始

于 2019 年 10 月，双方在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合资成立氢能工

程公司和合建氢能研发中心，加速推进浙江省氢能产业链建设。该合

作由浙能集团牵头，探索加氢站安全标准体系建设，到 2022 年依托

综合供能服务站建成加氢示范站 20 座，开展液氢制备、储运、加注、

供应完整产业链示范，建立一体化液氢综合体系。 

十四、国家电投 36 亿元项目落户株洲高新区 

5 月 15 日，国家电投五凌电力株洲新兴能源产业基地项目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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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户湖南株洲高新区，开展储能、氢能、综合智慧能源等新兴能源产

业及新能源、配售电等项目投资开发。该项目一期投资 6 亿元，用地

100 亩，建设铁铬液流电池产线及天然气制氢、油氢电综合一体站、

氢能交通等氢能应用示范项目；二期投资 30 亿元，用地 300 亩，拟

引进国家电投氢能公司氢燃料电池电堆产线落户株洲，并独立或联合

产业联盟单位共同开展氢能设备制造、氢能叉车等产业项目。 

十五、北汽福田将与环卫集团合作推广氢燃料电池车应用示范 

5 月 18 日，北汽福田与环卫集团京环装备公司将联合推动氢燃

料电池车在环卫领域的示范应用。同时，双方还将引入清华大学、北

京理工大学、亿华通、京城机电天海公司等氢燃料产业链上的合作伙

伴，致力于打通产、学、研、用全链条，于 2020 年底前推出氢燃料

电池和纯电动环卫车系列产品。 

联盟备注：氢燃料电池环卫车应用推动主要在于有较为固定的行

驶路线，有利于加氢站的布置和建设；另一方面，因为其本身具有清

洁无污染的特点，受到了各地政府的支持。相关政策有《成都市氢能

产业发展规划（2019-2023 年）》、《嘉善县推进氢能产业发展和示

范应用实施方案(2019-2022 年)》、《张家港市氢能产业发展三年行

动计划（2018—2020 年）》等。 

十六、中汽中心投资 19.9 亿元建新能源车检验中心 

5 月 25 日，由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投资的新能源汽

车检验中心（天津）建设项目在天津市东丽经开区氢能产业园正式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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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项目总投资约 19.9 亿元，占地约 308 亩。项目规划建设燃料电

池、动力电池、电驱动总成、电磁兼容、新能源整车等 20 余栋综合

试验楼。此外，还将建设能源中心、供氢中心等基础设施。项目建成

后，将成为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服务新能源汽车研发全流程链、全

产品链、全生命周期、全应用领域的综合性研发验证、测试评价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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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发展】 

十七、欧盟委员会提出 1.85 万亿欧元的经济复苏提案 

5 月 27 日，欧盟委员会提出一项重大复苏计划提案。为确保复

苏可持续、包容和公平地惠及所有成员国，欧洲委员会提议创建一个

新的复苏工具——“下一代欧盟”(Next Generation EU)，并嵌入欧

盟长期预算中。委员会还公布了调整后的 2020 年工作计划，该计划

将优先考虑推动欧洲复苏所需的行动。7500 亿欧元的“下一代欧盟

“计划以及对 2021-2027 年欧盟长期预算的支持使得此次欧盟经济

复苏计划预算的总规模达到 1.85 万亿欧元，此举将欧盟的预算潜力

发挥到极致。该提案将欧洲绿色协议作为复苏战略基石，包括重点在

欧洲推出可再生能源项目，尤其是风能、太阳能和启动清洁的氢经济；

清洁运输和物流，包括安装 100 万个电动汽车充电桩，促进城市和地

区的铁路和清洁交通等措施。 

联盟备注：根据欧盟的估计，2020 年第二季度欧盟 GDP 与去年

同期相比将下降约 15％，2020 年欧盟经济将萎缩 7％以上。在最坏

的情况下（出现 COVID-19 第二波浪潮）全年 GDP 可能下降 16％。该

经济复苏法案以下一代欧盟为名，力图通过清洁绿色产业和数字化转

型来化危为机，但救助资金分配方式能否得到成员国的一致同意尚存

不确定性。 

十八、葡萄牙内阁批准《国家氢能战略》 

5 月 21 日，葡萄牙内阁批准了《国家氢战略》（EN-H2）和《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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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国家能源和气候行动计划》，旨在促进逐步将氢作为该国可持续的

能源转型中不可或缺的支柱，全面地实现到脱碳经济的战略过渡。

EN-H2 试图将绿氢逐步引入葡萄牙现有的能源结构，并针对经济各个

部门提出了一套针对氢的行动措施和发展目标，以推动实现国家能源

转型。2030 年，约有 70 亿欧元将投资于绿氢项目，典型项目如葡荷

合作的锡尼斯 1GW 绿色制氢厂。此外，葡萄牙希望通过天然气管网

注入氢气，成为第一个大规模利用氢能的欧洲国家，并计划在 2030

年前将天然气管网中的氢气比例提升到 10%。 

联盟备注：结合欧盟委员会通过的《欧洲绿色协议》，欧洲已将

脱碳作为了一项可持续增长战略。葡萄牙具备出色的低成本制氢优势

（2-3 美元/公斤），且在欧洲氢能发展中战略位置突出。在 COVID-19

疫情期间发布《国家氢能战略》，率先响应了欧洲绿色经济复苏计划。 

十九、美国能源部拨款 3000 万美元支持小型 SOFC 系统研发 

5 月 29 日，美国能源部宣布提供高达 3000 万美元的联邦资金用

于小规模固体氧化物的投资，以分担燃料电池系统和混合能源系统的

研发成本。旨在推动使用固态氧化物电解（SOEC）技术的小型固态氧

化物燃料电池（SOFC）混合系统发展到商业化的制氢和发电水平。资

助资金重点方向一是小型分布式发电 SOFC 系统（5-25 千瓦），使其

具有成本竞争力；二是验证和开发使用 SOFC / SOEC 混合能源系统配

置来提高 SOEC 的成本、性能和可靠性；三是用作 SOFC 燃料的煤制合

成气清洁工艺以及基于合成气的单电池和多电池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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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英国发布《PAS 4444：2020 氢燃气具指南》 

5 月 15 日，英国国家标准机构 BSI 发布《PAS 4444：2020 氢燃

气具指南》。该标准是氢能终端应用第一个快速跟踪的标准化文件，

称为“公共可用规范”，可为氢燃气具的开发和建设提供指导。英国商

业，能源和工业战略部已建立 Hy4Heat 研究和创新计划，探索从天然

气到氢气的转变，以用于烹饪和取暖。该计划旨在确定住宅和商业建

筑以及燃气用具是否可安全便捷地使用氢气。PAS 4444：2020 主要

是为支持该计划而编写，但也可以通过为制造商提供有关氢燃料和氢

/天然气双燃料的安全性和功能性提供指导，来打造氢燃料设备大规

模标准化的基础。该标准同时适用于改装的燃气器具（锅炉，炊具和

火炉等）。 

联盟备注：目前，英国已部署 10 多个天然气掺氢项目，并开展

民众对掺氢天然气的调研。此次率先发布《PAS 4444：2020 氢燃气

具指南》，有助于实现英国居民烹饪及供暖从天然气到氢气的转换，

支持英国雄心勃勃的净零排放目标。近期披露的 H100File 项目更是

意在打造 100%纯氢管网系统实验。 

廿一、全球首列氢动力列车 Coradia iLint完成 530 天实验运行 

5 月 19 日，德国完成了世界上首列氢动力列车 Coradia iLint

的试车，该列车自 2018 年 9月开始服役，行程 18 万公里。阿尔斯通

运输公司德国-奥地利区董事总经理表示，这是实现铁路零排放和可

持续运输的重要一步，该试验为燃料电池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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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的数据。该列车的续航里程为 1,000 公里，经过 530 天的验证运行。

2021 年将有 14 列交付，德国订单累计已接近 50 列。 

联盟备注：目前，全球已有 11 个国家部署或计划部署氢燃料电

池列车，2025 年将迎来首个交付高峰。 

廿二、南非部署氢燃料电池支持 COVID-19 期间医院快速建设 

南非科学与创新部将、国防部和公共工程与基础设施部合作，在

比勒陀利亚的一家军事医院部署 7 个氢燃料电池单元，以协助政府应

对 COVID-19 大流行。该项目基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其中包括

Bambili能源集团、清能股份、美国的Element One和瑞典的Powercell。

Bambili 能源集团主要是致力于将南非氢能计划里新开发的知识产权

进行商业化的初创企业，计划在 2021 年 3 月之前开始进行固定式燃

料电池系统的本地化生产。该项目将同步开展相关系统培训，以确保

政府将操作和管理燃料电池系统所需的技能制度化。前两个阶段的培

训将集中于国防部和公共工程与基础设施部的官员，而第三阶段将集

中于拥有电气工程资格的大学毕业生。 

联盟备注：南非约有全球 75%的 Pt 储量和丰富的可再生能源，

在发展氢能及燃料电池制造方面具有显著的资源优势。早在 2007 年，

南非就发布国家氢能（HySA）战略。HySA 旨在刺激和引导氢和燃

料电池技术价值链上的创新，并最终定位南非从不断增长的国际氢能

和燃料电池市场提供高附加值产品（例如 PGM 催化剂和催化装置）

中获得利益。该项目为期 15 年，由南非政府直接拨款 80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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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南非电信行业已部署了 300 个燃料电池备用电源，物流行业开

展了燃料电池叉车示范，依托西北大学的 HySA 基础设施中心部署了

一个 35MP（兆帕）的加氢装置；计划到 2020 年底将燃料电池备用

电源的数量提升至 500 个，同时部署 4 辆燃料电池公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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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气价格】 

廿三、近期标普全球普氏国际氢气价格走势  

标普全球普氏能源于 2019 年 12 月启动氢气价格评估工作。选取

美国墨西哥湾沿岸、加利福尼亚和荷兰三地的氢价，以反映美国和欧

洲重要消费地区氢生产枢纽的价值。鉴于氢在能源转型中的重要性，

普氏增加了日本的氢价评估。 

 
                      

日本 PEM 电解制氢（含资本成本）价格 （美元/千克） 

荷兰 PEM 电解制氢（含资本成本）价格 （欧元/千克） 

加州 PEM 电解制氢（含资本成本）价格 （美元/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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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氢能联盟秘书处                          2020 年 5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