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捷：电动自行车重要关联词解释
目前，我国电动自行车经过近几年来的迅猛发展，已经成为替代自行车后全
国广大消费者日常交通代步的主要工具。它之所以受到全国广大消费者的喜爱，
因为它具备了经济实惠、操作便捷、节能环保、舒适安全的产品消费特性，还有
更多……
通过对电动自行车重要关联词解释的阅读，希望您对电动自行车有更进一步
了解，感谢您对电动自行车的关注!

1、用户数量
电动两轮车（电动自行车）在国内的用户数量总量在 2009 年已达到 1.2 亿
辆，从 2006 年到 2009 年，每年增加量约在 2000 万-2500 万辆之间。

2、制造格局
领取生产许可证的企业数量有 2000 家以上，最集中的四个产区是：江苏、
天津、浙江、山东，其次广东、安徽、河南，也形成区域特色的制造基地，目前
全国年产量 50 万辆以上的制造企业十余家。蓄电池、电机、控制器、充电器的
配套企业有较高的聚集度，相关企业总数近万家。其中，上述企业几乎 100%属
于非公经济制造企业（含中外合资企业）。

3、销售及服务网络
与摩托车销售模式类似，主要靠开设专卖店和服务中心方式销售及服务。一
般采取品牌地区经销制。全国每个县级城市平均有 15-20 个专卖店，地级市大约
有 20-30 个专卖店，繁华的乡镇通常有 5-10 个专卖店，省会城市的电动自行车
专卖店及服务商很难估计，数量较大。全国从事电动自行车销售和服务的群体约
3 万个单元，以每单元平均 10-15 人估算，市场从业人员约为 30-45 万人，这个
群体创造并支撑着一个 1.2 亿的用户市场。

4、节能减排强度
电动自行车百公里电耗小于 1.2 度，年行驶 1 万公里耗电 120 度，以每度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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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 0.8 公斤二氧化碳计算，年排放为 96 公斤。摩托车百公里油耗为 2.5 升，
年行驶 1 万公里，耗油 250 升，每升油完全燃烧排放 2.3 公斤二氧化碳，年排放
强度为 575 公斤。城市公交车每人百公里分担油耗 1.5 升，年乘车 1 万公里，分
担油耗 150 升，排放 345 公斤二氧化碳。显然，电动自行车的排放强度仅为摩托
车的 16.7%，仅为城市公交车的 27.8%，是最低碳的非人力交通方式。

5、节能减排总量
以电动自行车替代燃油摩托车，年行驶 1 万公里减排 479 公斤，1.2 亿辆的
总减排量为 5748 万吨。电动自行车行驶 1 万公里耗电 120 度，每度电按 380 克
标准煤计算，年耗能 45.6 公斤标准煤。摩托车年耗油 250 升，折合标准煤 297.6
公斤，两者相减，电动自行车节能 246 公斤标准煤，1.2 亿辆的年总节能达 2952
万吨标准煤。相当于国家推广的“千家企业节能计划”的效果（九大高能耗产业、
千家年能耗在 18 万吨标准煤以上企业在“十一五”期间总节能 1 亿吨标准煤，
每年的平均值为 2500 万吨标准煤）。从人民消费节能减排的角度来对比，每减少
一只塑料袋减排 0.1 克二氧化碳，要达到减排 100 万吨，需减少使用一万亿只塑
料袋，相当于全国平均每人减少 770 次塑料袋，而 100 万吨减排仅为电动自行车
替代摩托车减排总量的 1.74%。
因此，在个人交通领域的“以电代油”的伟大实践是居民消费节能减排最大
成效的项目之一，甚至达到了“千家企业节能计划”的效果，理应受到全社会的
尊重。

6、助力城镇化
电动自行车根据配量电池不同，充足电可行驶里程有所差异，适合农村和城
镇使用的电动自行车储电容量接近 1 度，可行驶 80 公里。运行时间约 2.5 小时，
适合于家庭院内充电，无加油之虑，是农村和城镇居民方便的个人交通工具，无
论是外出务工，还是农业劳动，以及个体经营，都十分便利，是推动城镇化建设
的重要工具。

7、方便人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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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自行车作为自行车的升级产品，摩托车的竞争性产品，公交车的合作性
产品，以及家庭轿车的补充性产品，从各个角度帮助广大人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
体顺利解决出行难问题，它每年以 2000-2500 万辆的增长速度增加，证实了具备
方便人民生活的重大作用，禁止、禁限或变相限制其使用是不符合社会整体福利
的。

8、增进人民收入
对于中低收入群体，出行方便有利于他们寻找更高收益的工作机会，电动自
行车替代其他交通方式具有节约时间、节省体力和节约费用三大特点，具备间接
提高各类劳动者效率的辅助特性，每天节约 1 小时和近 130 千卡的体能消耗将使
各类从事体力劳动和简单服务的人民获得近 20 元的额外收益，年增加值近 5000
元，1.2 亿群体就高达 6000 亿元，转为消费，则内需扩大，有利于我国经济结
构转型升级。

9、补充汽车出行
用电动汽车替代传统汽车，一年大约可减排 1110 公斤二氧化碳（计算方法：
电动汽车百公里电耗 12 度，行驶 1 万公里，耗电 1200 度，合二氧化碳 960 公斤，
年行驶 1 万公里；燃油汽车百公里耗油按 9 升计算，1 万公里耗油 900 升，排放
2070 公斤二氧化碳，两者相减，电动汽车替代燃油汽车可减排 1110 公斤二氧化
碳）。电动自行车补充燃油汽车出行，在天气好的情况下，以电动自行车购物，
短途上下班，接送小孩上学等，假设补充里程为 5000 公里，则汽车年排放下降
到 1035，5000 公里电动自行车涉及排放 48 公斤，两者合计仅为 1083 公斤，比
原来减排 987 公斤，基本接近电动汽车替代燃油汽车的减排水平（1110 公斤）。
两种方式具有等效成果，后者还可以减少汽车在道路上的行驶时间，有利于大大
缓和路面交通和停车的压力。“拥有汽车但少开车”应该是中国汽车消费的主导
模式。对此，电动自行车可以发挥最重要的作用。

10、扩大内需
电动自行车对城郊及城镇的低价住宅的销售有推动杠杆作用。便捷的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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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小型个人交通有利于中低收入者购买更低价的房产，有效扩大内需。电动自
行车补充汽车出行，也不会遏制汽车消费，有车一族对交通拥堵的抱怨可以减少，
电动自行车方便务农，务工及小型个体工商业者生活、工作有利于提高他们的收
入，有效提升消费能力和改善消费便利性，促进市场，有效扩大内需。

11、国际形象
中国电动自行车消费群体和产业规模全球第一，约占 95%以上，全方位的具
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这种低碳节能的交通方式也受到普遍的国际赞誉，称中国
电动自行车交通的普及为“发展中国家树立典范”。

12、交通安全
大规模的以电动自行车替代自行车和部分摩托车，虽然每年涉及电动自行车
的交通事故死亡数量是上升的，但它与自行车合计的死亡人数以及与摩托车合计
的死亡人数都是快速下降的，以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事故总量的上升来指责电动自
行车是马路杀手是片面的，有关详细统计数据参见《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数据
分析》一文。（也可浏览 www.luyuan.cn）

13、铅蓄电池循环
电动自行车废旧电池几乎 100%地被回收，每组废旧电池的回收价格大约在
60-100 元之间，随着汽车和电动自行车保有量上升，处理 10 万吨级的零排放工
业项目正在兴起。其循环经济的环境代价正在大幅度下降，显现出好的发展势头，
二次污染的问题已能控制到最小程度（详见《电动自行车产业发展是“好得很”
还是“糟得很”》一文第三部分。

14、再生铅和原生铅
再生铅是以废旧蓄电池为原料制造的铅材料，原生铅则以铅矿为冶炼原料，
生产再生铅的吨铅能耗大约只有原生铅的 30%。因此，再生铅制造业在原料（废
旧电池）充足的条件下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废旧电池充足，
再生铅占总铅产量的比例就会大幅度提高。美国拥有全球最大的汽车保有量，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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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电池的报废量支撑着美国巨大的再生铅产业，它占总铅产量比例高达 80%以
上。一般而言，先进的再生铅制造可以达到非常小的污染排放，远低于原生铅工
业。中国电动自行车的大量使用，已经大幅度地提高了再生铅在我国总铅产量中
的比例，具体数字不详，估计已达 60%以上，社会平均的吨铅能耗已大幅度下降。

15、大气铅排放
涉铅行业，如铅锌矿开采和冶炼、再生铅循环制造、铅蓄电池制造，等等。
都会有一定的铅排放，但却不是全社会最主要的铅大气排放源头。美国是全球最
大的铅消费和制造大国之一，按照美国环保署的报告，上述三项铅大气排放在
2002 年分别为 58.9 吨、4.3 吨和 24.9 吨，占重要铅排放的总比例不到 6%。而
排在前四位的分别是工业及商业民用燃煤、发电燃煤、部分机动运载工具使用含
铅汽油（如飞机、工程及农业机械、船舶、赛车等）和钢铁制造行业，四者合计
总排放为 665.2 吨，占重要铅大气排放的比例约 46.35%。是涉铅工业（铅冶炼、
铅循环和铅蓄电池制造，总排放 88.1 吨）的 7.6 倍。我国煤田大多数为石炭纪二叠纪煤，平均含铅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很多地区达到每吨 30 克铅的平均水
平。如以平均每吨 20 克来衡量，全国每年消耗 25 亿吨煤，铅含量已达到 5 万吨，
经过煤粉尘处理假设 10%排到大气，其总排放高达 5000 吨。显然，社会关注铅
污染问题不应仅仅关注涉铅工业的污染防治，更应从全局科学认识铅污染防治问
题。
事实上，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铅大气排放出现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那时，
含铅汽油未被禁止，仅美国一国每年向汽油中添加的铅消耗就高达 30 万吨水平，
此类铅粉尘仍大量滞留在土壤、水系和动植物体内。因此，历史地、科学地看待
铅污染防治是重要的，以防控铅污染为由禁止或限制电动自行车是没有科学依据
的。

16、新就业群体的交通需求
以 2009 年末统计为例，今年将毕业的高校毕业学生将多达 630 万，而去年
未就业的毕业生约为 180 万，仅此两项就高达 810 万。再加上城镇非高校毕业生
需就业的群体，以及农村新生代转向城镇就业的群体，全国每年需要解决的新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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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群体肯定超过 1500 万人，也许将达到 2000 万。新就业群体需要最高效的工作
方式以取得用人单位的信赖，他们需要怎样的交通工具？小汽车是不可能的，乘
公交车加班困难，容易迟到、误事，骑自行车将消耗大量体力，影响工作。显然，
在用工单位不能提供集体宿舍的条件下，选择 1500-2500 元的电动自行车作为自
己的日常交通方式，将最有利于他们稳定就业状态，争取升职机会。
政府应有责任保障电动自行车的通行权，以帮助新就业群体度过他们职业生
涯最困难的起步阶段，出台任何禁止或限制电动自行车的行政措施将伤害这个最
弱群体的利益。

17、中国上班母亲接送子女的专用交通工具
电动自行车每年销售的高峰都出现在 8-9 月份，为什么？其最主要的原因是
我国中小学及幼儿园新学年开始时间大都在九月初，由于中小学以及幼儿园未普
及“专用校车接送学生上学”的西方模式，大多数家长需要自己承担这项繁重的
生活任务，用自行车太累，乘公交车没有合适路线，要转车又担心学生的交通安
全，用家庭轿车又会面临交通拥堵和校门前的拥堵，所以，电动自行车就成为最
合适的家长接送子女上下学的交通工具，几乎在每个小学以及幼儿园门口，比例
最高的交通工具就是电动自行车，这是中国特色，在没有建立起专用校车接送中
国儿童制度的条件下，用电动自行车接送儿童是相对便捷和安全的。
如果地方政府要出台禁止或限制自行车的措施，应考虑同时出台为所有小
学、幼儿园配备接送校车的财政支撑计划。一个年级 5 个班，平均每班 40 人，
至少要配 5 辆校车，6 个年级要配 30 辆车，一个学校如此，一个城市有多少学
校？全中国又有多少学校？这将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公共支出，在现阶段暂时难以
实现，中国居民自费使用电动自行车接送儿童上下学是居民自主地缓解公共财政
的支出压力，政府部门也应该相应地放宽电动自行车的各种限制，例如车重限制、
外型款式限制等等，予以回报。

18、远郊经济型住宅最合理的交通方式
房价过高，特别是城市中心区域房价过高已经成为现阶段最突出的民生问题
之一，远郊房地产或城镇住宅尚处于相对较低价位，但是，购买这些低价位的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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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就必须考虑交通配套问题，上班、上学、购物、社交是否方便？电动自行车充
电续行里程加大到 60-80 公里，就可以成为与远郊住宅配套的合理交通工具，给
电动自行车的使用创造应有的宽松环境，将有助于缓解房价过高的生活压力，促
进城市远郊住宅的有效开发。
19、城乡中老年交通方式
我国即将步入老龄化社会，关心 60 岁以上老人的福利也将纳入政府视野，
老年人驾驶私人汽车有一定的困难，骑自行车消耗过量体力，最合适的交通出行
方式是乘公交和骑电动自行车，现有的电动自行车离地高度低（约 700-750 毫
米），时速从 10-25 公里连续可调，适合中老年使用。已有大量年龄高达 75 岁以
上的老年人以电动自行车为主要代步方式，到公园休闲、去超市购物、甚至走亲
访友也都骑着电动自行车。
20、提高电力系统运行效率，构建智能电网。
1.2 亿辆电动自行车，大多数采用夜间充电模式，每天需充电的时间为 4-5
个小时，如果国家全面推广明确的峰谷电价政策，大幅度地降低谷电价格，则电
动自行车充电器可自动跟随谷点，预设 “谷点后开始充电”的经济功能。如果
达成这一目标，充电器平均功率以 100 瓦计算，1.2 亿辆电动自行车“谷点充电”
就意味着国家建成了总装机容量高达 1200 万千瓦的蓄能系统，相当于 60 座 20
万千瓦机组的中小型抽水蓄能电站，每天工作 4-5 个小时，将大幅度提高我国电
力系统的运行效率。人民出投资，国家出政策，社会得效益的优质能源发展格局
得以形成。
其实，电动自行车在中国的高速发展，已经构建了大力发展家庭储能小系统
的基础条件。电动自行车如果采用双电池模式，加上自动的“峰送谷充”装置，
用电负荷加大时数亿家庭向系统送电（卖电）
，负荷低谷时数亿家庭接受充电（买
电），再辅助以家庭独立太阳能或者风能系统，有中国特色的“智能电网系统”
就可以运行。如果中国电动自行车数量达到两亿辆（预计在 2014 年），平均每组
电池容量 1 千瓦时，总储能可达到 2 亿千瓦时，平均放电功率假设为 300 瓦，总
送电能力就可以达到 6000 万千瓦，三峡工程总装机容量为 1820 万千瓦（26 台
70 万千瓦机组），可以想象，这样的基于家庭的智能电网系统可以发挥非常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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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与美国精心构想的基于“插入式混合动力电动汽车”（PHEV）的储能智
能电网计划比较，每个 PHEV 的电池容量约 5 千瓦时，全美要实现上面提到的 2
亿千瓦时的储能能力，就需要增加 4000 万辆“插入式混合动力电动汽车”，美国
目前几乎没有这样的汽车（PHEV）投入批量运行，总量不到 1000 辆，要达到 4000
万辆水平短期是不可能的小概率事件。因此，我国要在新能源应用和提高能源效
能上迅速达到国际最领先的水平，就应该面向“中国特色”寻求突破，中国人民
在电动自行车在自主进行的伟大实践是值得能源专家认真研究的重大战略机遇。

21、与地面公交对比：总运载能力
1.2 亿辆电动自行车，每年骑行 1 万公里，平均装载系数为 1.2（考虑带儿
童或家人），其每年最大的运载能力为 1.44 万亿人公里。我国公交车 2007 年总
运量为 532.59 亿人次，每人每次按 8 公里计算，公交客运量为 0.426 万亿人公
里，每年按 10%递增，到 2009 年末，公交总运载人里程也不会超过 0.52 万亿人
公里。因此，1.2 亿辆电动自行车的年运载能力为全国地面公交（含电车）的 2.77
倍。如果全国禁止电动自行车，就意味着要增加比现在公交车规模大 2.77 倍的
公交车总量，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

22、与地面公交对比：总能耗增加值
我国公交车平均每人百公里分担能耗为 1.5 升油，合标准煤 1.75 公斤，仅
为美国同类指标的 19%，日本的 80%，能源效率已经是全球最好的，但与电动自
行车相比，它仍然不占优势。电动自行车按平均每人百公里耗电 1.2 度计算，折
合标准煤仅为 0.46 公斤，仅为公交车的 26%，两者相减，每百人公里电动自行
车比公交车节能 1.29 公斤标准煤，1.2 亿辆电动自行车年行驶 1 万公里，装载
系数为 1.2，总里程为 1.44 万亿人公里，
全部由地面公交承担，将增加能耗 1857.6
万吨标准煤（1.44 万亿人公里*1.29 公斤标准煤/百公里），相当于消耗了《千家
企业节能目标》每年节能 2500 万吨标准煤的 74.3%。

23、与地面公交对比：人民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的增加
电动自行车电池按 1 万公里折旧，每组电池支付差价 400 元，每百公里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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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约 4 元，电费 0.6 元，合计 4.6 元；地面公交每人次票价按 1 元计算（需政
府补贴），每人次平均里程 8 公里，则每百人公里总费用为 12.5 元，两者直接费
用差额为每百公里为 7.9 元，年行驶 1 万公里，差额达到 790 元，1.2 亿用户差
额达到 948 亿元。这意味着，给人民骑电动自行车的自由就为人民节约不必要的
直接交通出行消费支出近千亿元！如果没有政府补贴，市场化运行票价上升为
1.5 元，此项节约值将上升为 1698 亿元。
间接费用的节约更加惊人，如果允许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提高到每小时 20
公里，年交通 1 万公里，耗时约 500 小时；而我国目前公交车平均时速非常慢，
大约只有 12-15 公里，以 12 公里计算，年出行 1 万公里，车上时间约 833 小时，
加上每天步行到车站以及等车时间，按每天 0.75 小时（45 分钟）计算，全年为
225 小时，车上时间和车下时间合计为 1058 小时，比电动自行车增加了 558 小
时，时间价值按每小时 6 元计算，增加间接成本约 3348 元，1.2 亿群体的间接
时间福利损失超过 4 千亿元。
综合上述，允许人民自由使用电动自行车，将直接和间接地增进人民福利，
1.2 亿用户规模条件下可达到 5000 亿以上的福利水平，节约的费用和增加的时
间价格都会生成等量的收入余额增加，最终将转化为购买消费类商品和服务，对
于扩大内需具有积极地杠杆作用。

24、与地面公交对比：交通安全代价
我国公交车肇事导致的死亡人数是逐年下降的，2001 年为 2428 人，2007
年下降为 1202 人，2007 年运载总量为 532.59 亿人次，平均每人次按 8 公里计
算，每亿人公里死亡代价为 0.3 人。电动自行车 2007 年保有量约 8000 万辆，电
动自行车肇事死亡（责任性事故）人数为 602 人，涉及性事故（不分责任）的死
亡人数为 2469 人，按平均年行驶 1 万公里计算，装载系数取 1.2，电动自行车
责任性事故死亡人数强度为每亿人公里 0.06 人，远低于公交出行方式的社会代
价，涉及性事故死亡人数（包括大量无过错死亡）的强度为每亿人公里 0.25 人，
基本与公交车相同（略低 18%）。

25、百万群体交通事故死亡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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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约 8000 万辆，涉及到的交通事故总死亡人数 2469
人。一个 8000 万的交通群体，每年的死亡人数 2469 人，到底是高还是低？很多
人没有概念。以死亡人数除以群体数量（百万），电动自行车的百万群体死亡概
率为 30.86 人。与综合性群体对比，先看美国，美国人口按 3 亿计算，全美每年
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大约为 4.5 万人水平，其百万人口交通事故死亡概率为 150
人，是中国电动自行车群体的 5 倍；再看日本，日本人口约 1.27 亿，2007 年交
通事故死亡人数 6352 人，其百万人口交通死亡概率为 50 人，高于中国电动自行
车；最后比较我国综合水平，我国 2001 -2004 年交通死亡总数约在 10 万人以上，
2007 年下降到 8.16 万，总人口按 13 亿计算，2007 年的百万人口死亡人数为 62.8
人，2001 年-2004 年为 76.9 人，也都高于电动自行车单独统计的指标。可以看
出，电动自行车群体百万人口涉及性死亡人数为 30 人，只有美国总体平均的 20%，
日本总体平均的 60%，也远远低于全国综合的平均水平。
与驾驶者群体对比，先比汽车，2007 年我国拥有各类汽车 5696.8 万辆，涉
及汽车驾驶者（不含乘客）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为 8959 人，驾驶汽车的百万群
体交通死亡人数为 157.3 人；再比摩托车，2007 年我国摩托车总量为 8709.7 万
辆，涉及摩托车驾驶者（不含乘客和其他人，不分责任）的死亡人数为 18158
人，百万群体死亡人数为 208.4 人。电动自行车驾驶者百分群体死亡人数百分群
体死亡人数为 30 人，仅为汽车驾驶者的 19%，摩托车驾驶者的 14.4%。显然，安
全状态运行远远优于机动车驾驶者。最后比较自行车，普通自行车的驾驶者总数
量难以计算，假设普通自行车安全状态也达到了电动自行车的水平，百万群体交
通事故死亡概率 30 人，2001 年涉及普通自行车的总死亡人数为 16190 人，反推
以驾驶自行车为日常出行的群体总量将达到 5.4 亿人，而当年全国城镇总人口仅
为 4.8 亿，不可能有 5.4 亿人以骑自行车为主要出行方式，将其调整为 2.5 亿人，
16190 人除以 2.5 亿，以自行车为日常交通的百万群体死亡概率估计数值调整为
64.8 人，大约为 2007 年电动自行车百万群体死亡概率的 2 倍左右。
综上所述，电动自行车百万群体死亡概率，无论从国别综合水平来看，还是
从驾驶者分类分析的角度来看，都是非常优秀的，客观数据表明，指责电动自行
车安全堪忧是没有科学根据的主观臆断，以此为据而制定的各类禁限电动自行车
的政策应该予以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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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电动自行车“重量争议”的两种方法论
1998 年，电动自行车刚刚起步，全国年产量大约只有 5 万辆，在 1998 年讨
论制定的产品标准 GB17761-1999，即《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将驾车重量
不大于 40 公斤，作为一个推荐性条款，当时生产的电动自行车大多数能够符合
这个要求。然而，随着电动自行车的快速推广，以及这十年整个城乡格局的巨大
变化，这个当年确定的推荐性指标被远远的超过了，超过 40 公斤的电动自行车
几乎达到 100%，还好原标准中重量项不是否决项，超重的电动自行车并非“不
合格”产品，才带来了 1.2 亿辆总保有量的销售格局。时至今日，是尊重普遍“超
重”的现实，与时俱进的修订明显落后的产品标准？还是，倒退到 1998 年前，
并进一步将一个推荐性项目上升为否决性项目，置客观现实于“不合格”状态？
这是围绕“重量”争议不休的焦点。也是能不能解放思想、尊重科学和客观现实、
与时俱进的谋求创新发展的大问题。两种方法论的出发点、立足点和兼顾面差距
较大，期望通过科学讨论解决分歧，达成共识。

27、急需解决的认识问题
各地不断出台禁止或限制电动自行车的规定，个别管理部门也试图通过发布
苛刻的产品标准和行政规定来限制电动自行车发展。例如，称重上牌上路（不超
过 40 公斤或 50 公斤等）、充满电时的最高时速小于 20 公里（常态最高时速只有
18 公里）和控制外型不大于 300 毫米（从外型上看必须像传统自行车），等等。
认识误区普遍存在，使已严重落后的产品标准的修订无法符合消费者的普遍意愿
和现实，两者较难达成一致，种种争议导致不能形成赞成发展电动自行车社会共
识，与短短几年形成 1.2 亿消费群体的火热内需形成强烈反差。
认识误区集中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坚持要用“像与不像”来区分电动自
行车还是电动摩托车（详见《探索科学定义电动自行车》一文，也可登陆
www.luyuan.cn）；第二，坚持认为电动自行车应该与人力自行车同速，按每小时
15 公里来规划电动自行车的最高电压下的最高速度不得大于 20 公里；第三，严
格控制车重，不让电动自行车有较大的行驶范围，降低其交通代步的性能；第四，
不认同电动自行车具有节能减排低碳出行的属性，赞成骑自行车或乘公交车，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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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骑电动自行车表现出冷漠，对 1.2 亿采用的低碳交通方式未置可否。
总之，持有上述观点的人对电动自行车的突然崛起是怀疑的，负面的评价多
于正面，意图通过“管制”来实现限制电动自行车总量上升的目标。这是急需解
决的首要问题。（详见《电动自行车发展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一文）。
（完成 2010 年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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