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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3000充电桩，新能源汽车你买吗
长沙市已有7000多个，缓解了充电需求 但仍存诸多问题待破解
本报 4月 20 日 讯 近 日 ，
一些细心的长沙市民发现，在
开福区新河街道幸福桥社区前
坪的停车场上，新建了一排新能
源汽车充电桩。记者从长沙市能
源局获悉， 长沙新增充电桩
3000余个， 主要集中在长沙市
内五区，新增的充电桩目前已完
成安装，待相关部门验收后即可
投入使用。至此，长沙已建成公
共充电桩7000多个， 基本能满
足新能源车的充电需求。
省钱又环保， 近年来，我
国大举发展新能源汽车。根
据国务院发布的 《节能与新
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2012-2020）》， 制约国内电
动汽车发展的主要瓶颈在于充
电桩建设的滞后性与严缺性。
作为全国首批节能与 新
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城市，长沙

在“十二五”期间启动新能源
汽车充电桩建设。 从2015年
起，长沙市新能源汽车充电桩
已完成三批验收，主要分布在
公园、酒店、政府机构、园区等
公共场所。 据不完全统计，到
目前为止，长沙已建成公共充
电桩7000多个。目前长沙的新
能源汽车数量为5万辆左右，
按照1∶8的配置比例， 新能源
汽车充电难的问题将得到缓
解。“长沙的充电桩建设走在
全省前列。” 长沙市能源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
根据我省出台的 《湖南省
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专项规
划（2016-2020 年）》， 到 2020
年， 全省预计新增集中式充换
电站415座， 分散式充电桩20
万个，满足全省22万辆电动汽
车充电需求。 ■记者 李成辉
目前，长沙已建成7000多个新能源充电桩,有3批投入使用。

记者 李成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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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桩无位、互联互通难

补贴减少，新能源汽车销量下滑

充电桩使用诸多问题待破解
一边是配套充电桩在 不
断扩军，一边是越来越多的新
能源汽车上路，在实际使用过
程中，充电桩好找吗？你的爱

车真的能快速充上电吗？本报
记者对此进行了走访调查，发
现长沙新能源汽车充电尚有
一些不便之处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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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桩无位 公共充电桩被“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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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互通难 使用不同充电桩需下载多个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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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四方坪的 张 先生 去
年3月份买了一辆电动汽车，
不过开了几个月便“后悔”了。
“每次出行都要盯着电量，生
怕车子开到半路上没电了。”
他告诉记者，经常好不容易找
到了地方充电，却发现充电桩
附近的车位都被占用了。
针对张先生提 到 的充 电
桩“有桩无位”的问题，4月19
日下午，记者来到烈士公园东
门停车场。该停车场设有10个

问
题

对于 新能 源汽 车 车 主 而
言，最希望的是能够迅速找到
最近的充电桩。为此，许多充
电桩商家推出了手机APP，车
主通过APP就可以完成找桩、
扫码充电、支付等一系列充电
需求。
“
虽然部分充电桩企业建立
了合作关系，但这些充电APP还
没有完全互联互通。” 浏阳大师
兄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姜林告诉记者，不同充电桩
APP的功能存在差异，而且每家

规格参数为小于20KW交流慢
充的充电桩， 已于去年8月份
通过验收。记者看到，充电桩
两边停满了车辆，电动汽车基
本无法近身充电。“这样一来，
这些被汽车包围的充电桩大
多成了摆设。” 张先生很无奈
地说。
随后，记者又走访了多处
去年通过验收的充电桩，情况
大同小异，此次新增充电桩的
部分停车场也并不例外。

APP大多只支持一个运营商，消
费者要使用不同商家的充电桩
就必须下载不同的APP，使用起
来比较繁琐。
据了解，目前长沙生产充电
桩的企业有十几家，包括湖南和
泰特来电新能源有限公司、长沙
城投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浏阳大
师兄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等，姜
林表示，这些不同厂家生产的充
电桩相互独立，一定程度上也造
成了资源的浪费。
■记者 李成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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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一季度，销量不如去年
同期。”本地某新能源汽车经销商
相关负责人刘先生介绍， 自己负
责的店面只售卖新能源汽车，品
牌包括北汽、奇瑞等。
中汽协发布的统计数据显
示，1~3月，国内新能源汽车生产
58317辆，销售55929辆，比上年
同期分别下降7.7%和4.7%。其中
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完成47988
辆和44333辆， 比上年同期分别
增长2.9%和4.4%。
日前，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等
联合发布的 《关于调整新能源汽
车推 广 应用 财政 补 贴政 策的 通
知》规定，纯电动乘用车中央财政
下浮20%； 地方补贴不超过中央
财政单车补贴额的50%。
以纯电动乘用车为例， 老政
策 对 续 航 能 力 100-150km、

链接新闻

150-250km、＞250km三类车型
的中央补贴分别为2.5万元、4.5万
元、5.5万元， 按照我省2015年地
方补贴与中央补贴1∶1的比例计
算， 一辆纯电动乘用车的补贴额
分别为5万元、9万元、11万元。
按照新调整的财政补贴，以上
三类纯电动车型的中央补贴分别
降为2万元、3.6万元、4.4万元，地方
补贴若按中央补贴的50%新规的
最高标准计算，则今年一辆纯电动
乘用车的财政总补贴额分别为3万
元、5.4万元、6.6万元。新老补贴政策
相比，这三类车型的补贴额分别相
差2万元、3.6万元、4.4万元。
“在成本上升的情况下，新能
源 汽车 的终 端 价格 自然 有 所 上
浮。”业内人士罗先生表示，价格
变动是新能源汽车销量下滑的主
要原因。
■记者 胡锐

预测
今年销量
或达70万- 80万辆
虽然新能源汽车在2017年
首月遇冷， 但业内对今年新能
源汽车市场的预期普遍看好。
“目前新能源汽车市场依
然高度依赖补贴， 政策变化会
直接影响到新能源汽车的产
销。”本地汽车人士表示，但随
着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接受度
的提升， 及自主车企与合资车
企相继推出新能源战略， 即便
今年面临补贴退坡， 新能源汽
车市场应该会有良好的表现。
对此中汽协预测， 今年全年新
能源汽车销量将保持50%左右
的增速，达70万辆-80万辆。

长沙出租车“份子钱”降至约每车每天100元

本报4月20日讯 今天，长沙
市政府办公厅发出通知，该市《关
于规范城区巡游出租汽车行业改
革过渡期车辆承包行为的指导意
见》正式实施。“指导意见”提出，
该市出租车每车首付承包金以不
高于6.1万元为参考、月承包金以
不高于3100元为参考，这意味着
长沙出租车每车每天的“份子钱”
将降到100元左右。

长沙市出租汽车协会负责人
介绍， 此次政府出台的“指导意
见”， 虽然只是提供了一个参考
价， 但基本上保证了企业的合理
利润，同时切实为司机们减了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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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望执行到位。今后，协会将积极
探索符合市场发展规律的出租汽
车经济承包方案， 以及按单提成
或按班费制结算的新型利益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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