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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2 月 24 日	

	
敬爱的气候行动理事会运输咨询小组：	
	
我们代表纽约市市长可持续发展办公室（New	York	City	Mayor’s	Office	of	
Sustainability），与纽约市行政服务局（Department	of	Citywide	Administrative	
Services，“DCAS”）、环境保护局（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健康与心理卫生局（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Mental	Hygiene，
“DOHMH”）以及纽约市交通局（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NYCDOT”）的机构合作伙伴一起，谨此向根据《气候领导与社区保护法案》

（Climate	Leadership	and	Community	Protection	Act，“CLCPA”）组成的气候行动理事

会（Climate	Action	Council，“CAC”）运输咨询小组提交这些评论。	

作为 大的都会区和全国性的工业与创新中心，纽约市是实现纽约州碳中和目标的

主要利益相关者。区域经济发展委员会在 2019 年进度报告中指出，纽约市的经济

产出占纽约州的 50％以上，但也集中了该州 50％以上的贫困人口。1这种贫富共存

的现象带来了挑战和机遇，尤其是在解决五个行政区内的环境正义优先领域方面。		

纽约市是重要的市政利益相关者，CAC 运输咨询小组十分重视其需求。我们运输基

础设施的互连性以及移动能源脱碳的本质表明，任何有意义的行动都离不开地方、

州和国家各级的协调。我们相信为增加全州可持续燃料、公共交通和主动运输方式

的可及性而做出的努力，将使往返纽约市的所有生活、工作和旅行的纽约人受益。		

我们强烈鼓励 CAC 运输咨询小组考虑纽约市，尤其是本评论信中列出的实体，作

为要咨询的重要市政利益相关者。		

我们非常赞同咨询小组考虑将其列为主要利益相关者的请求，以及以下列出的项目。

我们希望将这组额外的意见作为 初于 2020 年 11 月 18 日提交给咨询小组的意见

的补充材料。在先前提出的意见中，纽约市将我们的优先事项包括在内，因为它们

与电气化和燃料、基于市场的政策、公共交通与智能增长四个亚组相关。通过这些

补充意见，我们将主要提供有关电气化和燃料亚组建议草案的反馈。		

电气化和燃料		

如我们之前的意见所述，纽约市和纽约州已采用了积极的零排放车辆（zero	
emission	vehicle，“ZEV”）目标。纽约市支持电气化和燃料亚组的建议草案，以在

所有类型的汽车上过渡到零排放汽车。这些建议草案包括 ZEV 的销售法规和在该

																																																													
1
来自区域经济发展委员会发布的“State	of	the	Region:	New	York	City	2019	Progress	Report”，
https://regionalcouncils.ny.gov/sites/default/files/2019-11/NYCREDC_Progress_Report_20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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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管辖范围内采用 ZEV 车队的要求，以及公用事业费的设计变更、提高意识的活

动、激励措施和加油的基础设施。		

自我们上次提交意见以来，拜登总统已经签署了一系列应对气候危机的行政命令，

其中包括使运输部门电气化和创造可以满足生活开销的清洁工作的命令。迄今为止，

拜登政府已经宣布了一项目标，即到 2030 年部署 50 万个充电站，并计划为联邦

政府车队中的约 64.5 万辆汽车实现电气化。2联邦政府的车队目标遵循并进一步支

持纽约市市长 Bill	 de	 Blasio 在 2020 年 2 月宣布的到 2040 年拥有全电动车队的任务。		

纽约市鼓励咨询小组考虑迅速改变的 ZEV 的联邦优先次序，特别是在建议草案中，

以探索该州车队、承包商和港口设施基于车队的 ZEV 使用要求。联邦领导层有望

释放更多可用的 ZEV 模型，尤其是由于大多数联邦车队由卡车组成，迄今为止与

乘用车相比，卡车的电气化速度较慢。卡车的电动化仍然是重中之重，因为它们对

当地的空气质量有更多帮助，并且总体上比私家车具有更高的行驶里程。		

尽管 New	York	Truck	Voucher	Incentive	Program 和 NYC	Clean	Truck	Program 都为 ZEV
卡车与柴油燃料同行之间的增量成本差异提供了初始资金，但在该部门仍需要采取

进一步行动。当前的计划没有为车厂的车队车辆充电基础设施提供激励。 近批准

的公用事业 EV	Make-Ready	Program 和 Direct	Current	Fast	Charging	Per-Plug	Incentive	
Program 也都没有涵盖基础设施的高昂前期成本，而这些基础设施将为资金有限的

小型卡车车队和校车运营商提供服务。尽管纽约市大力支持采用 ZEV 销售法规，

但也将需要激励措施和基础设施的支持。			

此外，对于卡车制冷单元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这些因素的成本要比整车的替换成

本要低。迄今为止，NYC	Clean	Truck	Program 已用电动和混合动力替代品取代了 58
个 TRU 单元。这些单元的平均成本不到 1 万美元。更换较旧的固定式 TRU 对减少

本地空气污染具有重大影响，可减少高达 99%的颗粒物。3		

纽约市大力支持有关公用事业费率设计变更的讨论，因为零排放汽车的强制性规定

将导致全州电动汽车充电负荷的增加。电动汽车与固定能源汽车有根本区别。尤其

是，电动汽车的移动能源可能会在居民区和外城区的仓库中产生大量的新负荷。如

果支持基础设施和适当的价格信号来鼓励非高峰充电，那么电动汽车的大规模采用

可能会给费率带来下行压力。4创新的费率设计解决方案可以巩固不断增长的电动

汽车市场，有助于克服因充电站利用率低而造成的障碍。周到的费率设计还可以帮

助减轻大规模电气化对未来负载的影响。	

																																																													
2
从 GSA 的 Federal	Fleet	Open	Data	Visualization 中获取的车辆数量：	
https://d2d.gsa.gov/report/federal-fleet-open-data-visualization			
3
摘自 NYCDOT 的 Clean	Truck	Program 半年度报告	

4
摘自 Synapse	Energy 报告“Electric	Vehicles	are	Driving	Electric	Rate	Down”：	
https://www.synapse-energy.com/sites/default/files/EV_Impacts_June_2020_18-12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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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纽约市将电气化的车队视为一种资源，一旦车辆对电网技术成熟后就可以用

于需求响应。纽约市的车队已经部署了 87 个非电网连接的太阳能车棚，从而提供

了弹性资源。将太阳能和电池存储基础设施与充电相结合的激励措施将产生冗余并

促进可再生能源。		

纽约市还为作为财政收入的电动汽车充电设备甚至车载远程信息处理系统中整合电

表激励计划和能源审计提供方向，并认为这些项目也应考虑在内。			

鼓励电动汽车的非高峰充电和采用 ZEV 也需要在所有汽车类别中提高认识并开展

有针对性的活动。纽约市支持该亚组的建议草案，以开展针对轻型车辆的宣传运动，

但相信类似的行动可能对所有级别的车辆都将有所帮助。尤其是，纽约市希望有机

会针对车队所有者进行电气化，而不是将重点放在个人车辆所有者上。		

纽约市的目标是总体上减少车辆出行，并鼓励纽约人采取更有效的方式，例如大众

运输或骑自行车。但是，某些旅行不能轻易转换到其他模式，包括商旅。出租车队、

招租车辆和送货车辆的电动化是纽约市的重点工作。需要支持人们对新的 ZEV 技

术有适当的认识，并为其运营商提供支持的基础架构。根据市长行政命令，DCAS
正在启动“Fleets	of	the	Future”网络，以促进商业车队的电气化和安全，并且可以

作为推广工作的合作伙伴。			

纽约市还鼓励人们意识到电动出行的机会包括从两轮到十八轮的车辆。电动出行的

销售点回扣应包括微型出行选项和较小的邻里电动车，因此纽约的车辆不仅可以持

续提供燃料，而且还适合乘车旅行。NYCDOT 已成功在曼哈顿试行了 350 多辆商用

货运踏板辅助自行车，进行 后一英里的配送服务，电动自行车激励措施将有助于

扩大共享系统和私人业主的使用范围。我们特别鼓励销售点折扣，而非基于税收的

激励措施，因为它们为低收入纽约人提供了直接收益。此外，我们鼓励咨询小组考

虑二手电动汽车市场的增长，采取其他激励措施。		

大规模电气化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领域包括越野设备以及航空领域。 近，市议会就

一项法案举行听证会，该法案要求 DCAS 研究电动垂直起降车辆，这表明人们对该

新技术的兴趣与日俱增。我们鼓励咨询小组也考虑这些较新的技术，并以纽约市探

索越野设备（包括海事和建筑设备）的工作为基础。仅城市机队就有 5000 多个越

野单位，例如发电机，拖拉机和反铲。这些都是重要的排放源，DCAS 已开始通过

实施电动推车、太阳能灯塔和电动叉车等其他可持续方法来处理这些排放源。		

如我们之前的意见所述，充电基础设施仍不足以达到纽约市和州的目标。尽管 EV	
Make-Ready	Program、Truck	Voucher	Incentive	Program 和即将颁发的 NYSERDA	
Clean	Transportation	Prize 均提供了关键资金，但仍需要为车队电气化提供更多支

持。纽约市已为市政车队的快速充电基础设施投资了 1000 万美元。迄今为止，

DCAS	车队已部署了 60 多个快速充电器，并计划仅今年就安装 100 个充电器。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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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充电器中，至少有 10 个可供公众使用。除此项投资外，NYCDOT 还安装了 8 个

快速充电器，可在市政停车场和车库中使用，以供公众使用（包括轻型车队车辆和

私家车）。NYCDOT 将于 2021 年在纽约市另外部署五个快速充电站点（每个站点

包含 4 个快速充电器）。		

尽管纽约市正在为自己的车队和私人车辆安装充电器，但特别重要的是要注意，与

小型私人运营商相比，纽约市在其车队仓库和设施中安装充电器的资本成本的承担

能力要大得多。此外，尽管纽约市具有部署充电器的能力，但在利用率仍然较低且

不确定的情况下，很难获得用于运营充电器的费用资金。基础设施的资金应解决需

要面对公众干预和面向车队的充电的资本和运营缺口，因为它们需要单独的干预措

施。纽约市车队运营着该州 大的液体加油站和电动汽车充电网络。对于液体燃料，

车队还可以访问该州数百个私人加油站。但是，用于电动汽车充电的专用基础设施

需要更大的发展。					

如之前提出的意见所述，在全州范围内对停车设施提供随时可用的基础设施的要求，

甚至可能需要充电基础设施，都可能导致充电端口可用性的显着提高。2013 年的

第 130 号地方法律规定，大多数新的停车设施中 20％的停车位应具有合适的就绪

基础设施，在初次建造充电桩时就安装电动汽车充电桩，从而减少日后重新安装这

些设施时的费用。	

CAC 运输咨询小组与 Just	Transition	Working	Group 之间就当地社区投资和职业培训

进行的讨论使纽约市政府深受鼓舞。纽约市培训计划的核心部分包括超过 130 所

提供职业和技术教育的学校。DCAS 车队向 Automotive	High	School	Program 提供混

合动力和电动汽车，以开始培训未来的当地机械师和车队操作员。这方面的努力正

在进行，并且有必要提供大规模的劳动力开发。		

汽车行业应包括在 Just	Transition	Working	Group 工作研究中，以确保工人、少数民

族和妇女所有的企业（Minority	and	Women-owned	Business	Enterprises，M/WBE）
以及其他小型企业可以跟上市场变化的步伐。研究结果应主动传达给从事汽车维修、

燃料、驾驶和维护工作的企业和培训提供者，并应定期更新以告知利益相关者市场

的变化。			

电动汽车的活动部件比内燃机少，因此预计将不太需要去当地维修工人处进行维护。
5正如 Just	Transition	Working	Group 所讨论的那样，纽约州应提供再培训或业务过

渡支持，因为它与化石燃料发电厂的工人有关。	

后，即使纽约市支持电气化和燃料亚组提出的建议草案，我们仍鼓励咨询小组考

虑纳入低碳燃料标准（Low	Carbon	Fuel	Standard，“LCFS”）。如之前提出的意见所

																																																													
美国能源部，“Maintenance	and	Safety	of	Hybrid	and	Plug-In	Electric	Vehicles” 
https://afdc.energy.gov/vehicles/electric_maintenanc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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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LCFS 可以帮助创建生物燃料市场并支持纽约州的大规模电气化。纽约市支持

LCFS 考虑到了生命周期排放以及土地使用规定，因此该政策不会加剧当地的空气

质量问题。DCAS 已成功使用了 100 万加仑的可再生柴油，并大力支持 LCFS 进一步

扩大市场选择以购买替代燃料。尽管 DCAS 和纽约市车队正在向全电未来过渡，但

随着这种过渡的发生，更清洁的生物燃料作为现有取暖油和渡轮系统的选择，应替

代化石液体燃料。	

结论	

纽约市认为，电气化和燃料亚组提出的政策建议草案非常鼓舞人心，并希望咨询小

组将在这些意见中考虑其他建议，以改善提出的政策。此外，纽约市强烈鼓励咨询

小组考虑在此过程中积极让地方政府作为利益相关者参与。纽约市感谢对这些意见

中强调项目的考虑，并希望致力于如何 好地实现我们的集体气候目标并改善纽约

人的生活。			

	
您真诚的	
	
	
Kate	Gouin	
代理主任，市长可持续发展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