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来西亚汽车电动化转型
向前迈出一步?

• 使用电池为电动机供电
• 插上电源进行电池充电

电池电动汽车

混合动力汽车
• 内燃机 + 由电池供电的电动机
• 非插电式电池充电 
 (电池通过制动能量回收和内  
 燃机来充电)

• 内燃机 + 由电池供电的电动机
• 插电式电池充电；相较于非插 
 电式的混合动力汽车，拥有较 
 大的电池容量与较长的电池支 
 持续航里程

• 使用氢燃料电池为电动机供电
• 储氢瓶在加氢站补充氢气作为  
 燃料

全球汽车电动化转型 

纯电动汽车(EV)预计将会在未来几十年内取代
内燃机汽车 :

最新国家政策

于 2021年 4月，环境及水务部提呈了《
2021-2030年低碳移动蓝图》的最终草稿
(正待内阁批准)，其目的包括提高EVs在马来
西亚的普及。此蓝图的主要提案包括推出燃
料税、强制性检测新车辆的排放、转向基于
碳排放的车辆税制(现税制基于引擎容量)
以及设立7千个交流充电点(AC)和5百个直流
充电点(DC)的目标。 

虽然2022年预算案推出的激励措施受到欢迎
也将支持低碳移动蓝图的实施，但仍有挑战
尚待克服。

除了售价高以外，EV在马来西亚普及的
主要挑战包括充电设施的匮乏以及续航
里程短。

截至2021年3月，马来西亚绿色科技及
气候变化中心(MGTC)的ChargEV充电站
网络仅有326个公共EV充电站，10 而其
中多数的充电站聚集在巴生谷区域以及
马来西亚半岛的西海岸地区。
 
尽管如此，续航里程短的问题会因EVs 
的续航里程持续增加和马来西亚的充电
设施的发展(尤其是直流快充设施)而有
所缓解。

目前，全球共有
1,200万辆电动乘客

车、超过100万辆电动
商用车以及超过2.6亿
辆两轮或三轮电动车

在路上。1

管新冠肺炎疫情
造成汽车总销售额下
滑16%，EV的注册登
记数量却逆势而上地

增加了41%。2

假设无新政策措
施，零排放汽车的全

球销售额的市场份额预
计将会在2040年时，
从2020的4%激增至

70%。3

年财政预算案0 22 2

欲知详情请浏览: www.zicolaw.com
文莱 | 柬埔寨 | 印度尼西亚 | 老挝 | 马来西亚 | 缅甸 | 菲律宾 | 新加坡 | 泰国 | 越南

在2020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根据目前的发电的碳排放强度，
在全球95%的地区EV的排放强度都低于化石燃料汽车。14 欧洲运
输与环境联合会开发的一个线上工具也显示，即使在最坏的情况
下，一辆在中国生产并在波兰(煤炭约占其能源结构的 70%)驱动
的EV，其二氧化碳排放量还是比柴油少22%，比汽油少28%。15

尽管如此，事实证明在追求电网脱碳的同时应增加EV采用率，
以让马来西亚获得电动汽车的全部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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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的
能源结构(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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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21，第70版

EVs在全生命周期内的排放量一般
上比内燃机车辆低。但EV的全生命
周期内的排放量会被各因素影响例
如EV的制造地和EV的使用地方：

EVs的制造过程
(尤其是电池)
比内燃机车辆

多产生约30%至
40%的排放量。 

在马来西亚，发
电还是严重依赖
化石燃料 – 可再
生能源只占能源

结构的2%。 

因此，有争议指出EVs会对环境造成
更差的影响和非‘真的绿色’。

马来汽车进口商和贸易商协会
(PEKEMA)与马来西亚汽车、

机器人和物联网研究所(MARii)
合作，目标于2025年在全国设

置1,000个直流快充站。12

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燃料电池汽车

H2

?有什区别?

电池价格下跌 – EV的价格预计将在
2020年末与内燃机汽车持平。4

与减缓气候变化相关的政府政策。

对环境的关注。 

*某些国家已设定淘汰内燃机汽车的最后期限
(例如英国已决定在2030年禁止销售新的汽油
和柴油汽车5)。 

马来西亚的汽车电动化转型？

承诺和目标

是什么促使汽车电动化转型？

马来西亚致力于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目标，其中包括目标13(气候行动)。目标
13呼吁会员国采取紧急行动以应对气候
变化与其影响。

作为巴黎协定的缔约国，马来西亚设
立目标在无条件的情况下于2030年，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温室气体排放
强度比2005年下降45%。6

EV在减缓气候变化的努力上
扮演重大的角色，尤其是在

拥车率高的马来西亚:

道路运输在马来西
亚二氧化碳的总排
放量占了21%。7

马来西亚已注册登
记的机动车共有
3120万辆。9

在2016年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马来西亚机动车的
总注册登记数量为
925.1/每千人。8

在2018年

2022年预算案推出豁免和减免税收以支持EV行业的
发展，包括：

• 从2022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全额豁免整装
进口的EVs的进口税和消费税； 

• 从2022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全额豁免本地
组装的EVs的零件的进口税；

• 从2022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全额豁免本地
组装的EVs的消费税和销售税； 

• 对EVs豁免高达100%的路税；以及

• 有关EVs的充电设施的费用，包括安装费、租赁费、
购买费(包括分期付款)或支付充电设施的费用，将享
有高达2,500令吉的个人所得税减免。

2021
–

2030《低碳移动蓝图》

挑战

采用EV面对的挑战

近来的EV基础设施发展 

使用直流充电时，充满普通的EV的空
电池所需的时间大约是1小时，而使用

交流充电则需要大约8小时。

EV的平均续航里程是大约200英里(大约320公里)，但拥
有最长的续航里程的EVs的续航里程大约是400 – 500英里
(大约644 – 805公里) - 而500英里最高续航里程的限制最

近被Lucid的Air Dream Edi�on EVs突破了。11

云升绿色科技(Yinson Green 
Technologies)与MGTC的全资子
公司马来西亚绿色科技联盟公司
(GreenTech Malaysia Alliances)
签署条款清单成立合资公司，以

扩展MGTC现有的ChargEV
充电站网络。13

宝马(BMW)正在与马来西亚绿色
科技及气候变化中心(MGTC)、
壳牌(Shell)以及国家能源公司

(Tenaga Nasional Berhad)合作以
扩展其充电站网络，包括在马来
西亚的重点地区，如高速公路休
息站和商场，设置直流快充站。 

是否真的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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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您知道吗?

EV的运动部件比内燃机车辆少得多，因此只需较少的维修。
特斯拉称，与有大约200个运动部件的传统内燃动力传动
系统相比，其动力传动系统大约有17个运动部件。17

1st

2022年1月

(*待内阁批准)

早在卡尔·本茨于1885/1886年
制造第一辆汽油车之前，英国
发明家托马斯·帕克在1884年制
造了第一辆实用的电动汽车。16

首届电动方程式赛车锦标赛，
等同于电动汽车的一级方程式
锦标赛，是于2014年在北京
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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