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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桩太少、续航里程短、停车费高……”当一部分车主从城
市庞大的传统能源汽车阵营转向新能源车时，很多观望中的车主心中
会冒出不少疑问。不过，很多“先吃螃蟹”的车主表示，随着从国家
到地方推动新能源车的政策落地，这些问题正在迎刃而解。

近期，桂林连续出台以电动车为代表的新能源车推广政策：新能
源车停车享受半价、国有充电桩充电费用优惠、桂林今年要建 550 个
充电桩等等。借助这一波政策利好，桂林新能源车的消费和使用能否
迎来春天？

政策利好频频释放

新能源车逆袭车市寒潮

尊敬的国奥城铂湾三期业主：

因受新冠肺炎疫情这一不

可抗力因素的影响，政府采取

了停工停厂、交通管制等多项

防控措施。您所购买的国奥城

项目铂湾三期 F 3 、 F 9 、

F11 、 F12 、 F13 、 F17 楼栋

商品房的施工方为中国一冶集

团有限公司，该公司的住所地

为湖北武汉，因受疫情影响，

至今仍无法复工，导致项目建

设受阻。现特发此公告通知您

所购房屋的交付时间延迟，具

体时间另行通知。

桂林国奥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27 日

延期交房公告

观察

作为一种全新的交通方式，新能
源车的利弊在城市发展的进程中被反
复衡量，从国家和地方利好政策频繁
落地来看，大力推广和使用新能源车
的趋势明显。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近日在官方网
站发布《广西“能源网”基础设施建
设三年大会战实施方案（2020—
2022年）》，规划充电设施大会战项
目14项，三年总计完成投资13 . 94亿
元，具体到桂林，计划在这三年间建
设充电桩1435个，充电插座3850个，
其中今年安装充电桩不低于550个，
计划在公共机构中安装200个以上。

据了解，目前我市公共机构共计
安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835个。也就
是说， 2022 年桂林市的充电桩将达
2200 余个。同时，据桂林交投集团
负责人介绍，年内就将有数十个充电
站点建成，逐步布局在交通枢纽、超
市商场、商务楼宇，党政机关、企事
业单位办公场所，园区、学校、医院
以及独立用地的公共停车场、驻车换
乘(P+R)停车场设置公共充电设施。
公共停车场主要作为商务、办公、住
宅停车场的补充，方便购物、上班、
办事等车辆补电。

新能源基础设施前所未见的大手
笔投入，也预示着新能源市场的需求
将大幅增长。

桂林市交警支队车管所提供的数
据显示，截至 2019 年底，桂林新能
源车保有量 5585 辆，其中小车 4608
量，虽然相较于数十万量的传统能源
车来说比例很小，但仅 2019 年上牌
的新能源车就达到了 2657 辆，超过
了前五年的总和。从充电量来看，

2016 年至 2018 年，桂林新能源汽车
充电总量近 480 万千瓦时，增长 498
倍。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电力核电处统计，截至 2019
年，广西新能源车的保有量是 7 . 3 万
辆， 2020 年推广目标是 14 .6 万辆，
并依此在 2019 年年底发布了《广西
壮族自治区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攻坚
行动方案》。

因此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针对
新能源车或还将有一系列利好政策，
今后在桂林开一辆新能源车将不再是
小众的选择。

记者沈青

推广新能源车“实锤”落地

入手一辆电动车，从老百姓
的角度来看，最主要的自然还是
经济考量。

“每天往返临桂上班，以前
油费上千元，现在电费不过百
元。”在临桂一家国企上班的廖
小姐说，她在 2019 年购买的新
能源车 4 万多元，还免交购置
税。当时很多同事也想效仿，但
大都对电动汽车还是有所疑虑，
没有出手购车。“现在我开了一
年多，省下来的万元费用实实在
在，最近也有同事买了新能源车
代步。”

除了能源使用上接近“零成
本”，廖小姐还听说最近新能源
车停车也有相关优惠。

今年1月19日，桂林市发改
委发出《关于规范市区机动车停
放服务收费管理有关事项的通
知》（市发改规范字〔2020〕1
号），其中就明确了从2月起桂
林新能源车的停车减半收取停车
费的信息。

按照《通知》要求，凡在桂
林市区范围内由政府投资或利用
国有资源设立的公共停车场、城
市道路路内停车泊位对新能源汽
车停车收取停放服务费时按现行
收费标准减半收取。在道路两
侧、人行道上树木之间允许的空
间范围、小区或单位围墙边、绿
化带周边等区域依法施划的微小
型新能源汽车专用收费停车位，
其收费标准相同。

以目前市区道路路内停车泊
位为例，一类区域停车半小时内
免费，30分钟至1小时收费2元/
15分钟，1小时后收费3元/30分
钟。如果新能源车停车1小时，
收费应为传统能源的一半价格，
也就是2元，停车2小时，新能源
车只用交纳5元。

除桂林以外，这一收费政策
已经在广西多个新能源车推广城
市落地，再加上新能源车本身能
源价格的低廉，新能源车在城市
通勤使用上优势明显。

就代步使用来看，给路上跑
的新能源车充电难、充电贵或许
是车主们目前唯一烦恼的事情
了。

据了解，2014年以后有企业
在桂林建设运营了一批充电桩，
但目前大多已经无法使用退出了
市场。近两年，桂林交通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承担了桂林大部
分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

目前，桂林市区内鼎富大厦
充电站两期工程已经建好31个快
充充电桩投入使用，平山公交电
站55个快充充电桩除为新能源公
交车充电外，还余部分充电桩对
社会开放，市区内和周边的县域
还零星分布一些充电桩。记者还
从桂林交投集团了解到，今年6
月，交投集团还将建设完成城
北、城东首座充电站，年底还将
在市中心建设20个充电站点，全
年完成布局60个站点，满足新能
源车需要。

除了充电站的建设明显加快
之外，充电费用也有望下降。 3

月 17 日，桂林市发改委下发了
《桂林电动汽车充电服务收费标
准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电动
汽车充电价格由“电费＋服务
费”组成，执行政府指导价，按
最高限价管理。其中充电服务费
最高限价标准为 0 . 7 元 /千瓦
时，电费严格按国家、自治区电
价文件执行，按照目前工商业电
费价格为 0 . 8 元/千瓦时左右。
因此可以解读为桂林电动车充电
服务的最高限价在 1 .5 元左右。

通知中还明确，充电设施建
设运营企业可在最高限价标准内
自行下浮收费标准，下浮幅度不
限。也就是说，今后充电价格在
市场环境下肯定有下调空间。

目前，交投集团旗下充电站
推出的充电优惠政策是0 . 99元/
千瓦时。“现在我每周一次到充
电站充电，充电费用大约 3 0
元。”驾驶宝骏电动车的胡先生
说，充电站基础设施明显增多，
费用降低，便于新能源车主使
用。

对于新能源车续航里程是否符合
预期，又能否像传统能源车一样经久
耐用等问题，经过乘用车市场几年的
验证，答案也浮出了水面。

就桂林目前能上新能源牌照（绿
牌）的车辆来看，主要是电动汽车和
插电式油电混合动力汽车，新能源车
在补贴大幅滑坡后，要实现车市逆袭
只能依靠产品力。

市场在售的电动汽车综合续航里
程都在 150 公里以上，多的能达到
300 至 400 公里，小型车价格 4 万元
到 7 万元，有宝骏、奇瑞、北汽等品
牌，而比亚迪、荣威、蔚来、威马等
中大型车为十几万元至 30 多万元。
记者采访了一些车主，他们购买的新
能源车实际续航里程与厂家标称的里
程相差不多，最低也能达到 100 公里
左右。

这样的续航里程按照桂林目前的
行政区域大小和道路条件，满足一般
的城市通勤绰绰有余。一些家庭因此
将小型电动车作为家庭第二辆车使
用，另一些看好电动汽车的车主则是

一步到位，选择续航里程高、舒适度
好的大中型电动车。

除了电动汽车，2019年以来各大
汽车厂商开始发力插电式混动车型，
给消费者带来不输同级别传统车辆动
力的同时，降低油耗，目前一些插电
式混动车型百公里油耗可以达到3-5
升，所以也逐渐被大众所接受。

至于电池的耐用性和售后问题，
已经与新能源车刚推出时不可同日而
语。除了整车三包按照国家法规以
外，电池组的三包时间大都在8年10
万公里，最近吉利、吉瑞等厂家更是
推出了电池组终身保修的政策，相对
于较低廉的购车价格和使用成本，新
能源车的性价比凸显。

大众另一个关心的问题是，电动
汽车的电池是否会造成污染？去年，
工信部等部门发布了新能源车电池的
回收管理规定，各地要建立电池回收
平台。目前，中国铁塔等公司已经在
福建、广东等地建立起了 57 个电池
回收试验站点，成为了电池回收利用
大户。

通勤代步经济优势明显

充电难题不再困扰车主

补贴滑坡后如何站稳车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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