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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能源公交车投入
城区公交线路运营，在为
乘客提供安全、优质服务
的同时，会极大改善海口
城区空气质量。

建立节能制度管理、
大规模使用清洁能源公交
车辆、推广轻量化节能技
术……近年来，海口在发
展绿色低碳公交方面作出
了积极探索。2012年，海
口首次投入使用新能源纯
电动公交车，目前，全市巡
游出租车清洁能源率达到
100%，公交车也将在年内
全部实现清洁能源化。

那么，在绿色公交的发
展上我们还面临哪些困
境？未来又有哪些举措？
本报记者带着这些问题进
行了采访。

4月8日中午11时许，海口2路
公交车司机王海清驾驶公交车刚返
回龙华总站，趁着吃午饭的间隙，他
将驾驶的公交车停放在场站的电动
公交充电车位进行充电。

从早上7时12分发车，到中午
11时多，4个多小时的时间，王海清
所驾驶的这辆纯电动公交车已经在
龙华总站与凤凰花城之间往返2趟，
行驶里程大约40公里，仪表盘显示，
这辆车剩余电量大约还有50%。

今年1月份，王海清开始驾驶新
型的纯电动公交车，3个月的时间，
他已经对新车的操作非常熟悉，从柴
油车到电动车，王海清最大的感触就
是电动车开着舒服多了！

过去，2路公交车司机每天要往
返七八趟，每天要踩离合器的次数无
法统计。王海清开了几年公交车，由
于坐椅不适，加之经常踩踏离合器，
导致左腿落下毛病。“以前的车采用
机械悬挂，所以行驶起来非常颠簸。
不仅如此，传统柴油车噪音非常大，
每次起步只要油门踩得重一点就会
发出刺耳的声音。”

此外，柴油公交车最让王海清感
到不适的是每次发动时散发出的浓
浓的柴油味，“开一趟下来，感觉都要
被柴油味熏晕了。”

对于柴油公交车存在的种种弊
端，除了公交车司机外，“吐槽”最多
的还有市民。

“有一次，我开车跟在一辆公交
车后面。没想到那辆车忽然喷出了
一股黑烟挡住了视线，只得急踩刹
车。还好后面没车，没出什么事。”市
民隋先生回忆，那次事过后，他开车
不再跟在公交车后面，生怕又被那股
黑烟熏到。

对于柴油车普遍存在的“有黑
烟”“味道刺鼻”等问题，海口市生态
环境保护局总量减排和机动车尾气
管理处科员王韶辉表示，这是由于柴
油没有充分燃烧造成的，对于柴油车
来说，这样的现象很难避免，而这种
尾气含有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氮氧
化合物以及颗粒物等，对大气环境造
成污染。

从乘坐体验，到尾气排放，传统
的柴油公交车污染城市环境的现状
已经与海口城市发展理念相背离。

目前海口正处于城市化建设加
快阶段，交通需求迅猛增长，居民消
费结构也处于升级换代之中，这个阶
段是能源需求快速增长的阶段，也是
转变交通发展方式的关键阶段。在
此背景下，海口交通必须在支撑和满
足城市发展、产业升级、实现经济增
长目标的同时，探索一条低碳、可持
续之路。

对此，海口提出了“绿色公交”的
发展概念，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海口
市委副书记、市长倪强提出，要大力
推动公交车和出租车新能源化，实现

公共交通100%清洁能源化。
什么是“绿色公交”？海口市交

通运输和港航管理局局长林健解释
道，“所谓绿色公交就是指除汽油、柴
油发动机之外所有其他能源的公交
出租车。分为新能源和清洁能源，新
能源主要是指纯电动车；清洁能源包
括天然气、油电混合动力汽车、气电
混合动力车等。其废气排放量比较
低，对环境污染小，是一种城市低碳
的出行代步工具。”

目前，全市公交车共有1722辆，
其中清洁能源和新能源车辆有1381
辆，清洁能源率达80.2%，而这一比
例将在今年年底达到100%。

公交车全部实现清洁能源化，也

就意味着目前在运营的350多辆柴
油车要完全退出市场。这350余辆
柴油公交车中，大约200辆都未达到
报废标准，那么，集体退市是不是造
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

“其实不然，对于这200辆柴油
车，我们首选方案是‘油改气’，就是
把这些柴油公交车改造成天然气公
交车，对柴油车排放系统软件进行升
级，单车的氮氧化物排放可削减60%
以上。”林健告诉记者。但这一方案
是否可行，还需从技术支撑、车辆监
管、车辆安全等方面进行详细调研。

“如果不行，还有第二套方案，那就是
将这些车辆全部更换为新能源车辆，
老旧车作为储备运力使用。”

最近，海口市民李宛玲发现，她
每天上班乘坐的10路公交车全部换
成纯电动车了，从乘坐体验而言，车
辆运行时更加平稳了。

对于市民来说，新能源公交平
稳、舒适、没有“黑烟”和刺鼻的气味；
而对于驾驶员来说，启动时不再有噪
音，操作方便，行驶稳定，然而，好处
远远不止于此……

于企业而言，看得见的实惠是：
电动公交运营成本在大幅降低。

新能源车辆在绿色发展道路上
加速，政策是重要驱动因素。

海口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
用工作领导小组相关

负责人告诉

记者，国家对新能源公交车的补贴标
准与车身长度、纯电动续驶里程、单
位载质量能量消耗量等指标参数有
关，标准车（10米<车长≤12米）补贴
标准最低12万元/辆，最高50万元/
辆。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地方财政
补贴标准按中央财政同期补贴标准
的1：0.5执行，同时每年行驶到一定
公里数会给予8万元的行驶补贴。

海口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赵文算了一笔账，从购置成
本上来说，每辆柴油公交车的售价大
约是55万元，纯电动公交车的价格
大概是130万元左右，是柴油车的
2.5倍左右，10米的纯电动公交车国
家最高可以补贴30万元，地方补贴
15万元，一共最高可以补45万元，那
么10米的纯电动公交车购置成本大

概就在85万元左右。从使
用成本上来看，柴

油 公 交

行驶一公里费用约为2元，纯电动公
交每公里约为0.8元，车辆保养由厂
家负责，公交企业投入的费用几乎可
忽略不计，每年行驶公里数达到一定
里程可以补贴8万元。

“公交车行驶 100公里就要消
耗掉 40 升柴油，柴油每升价格以
6.14元计，那么100公里就是245.6
元，10米的电动车每公里大约耗1
度电，100公里大约花费80元左右，
新能源公交车与燃油公交车相比，
每年每台车可节约油耗成本 4 万
元。”赵文说道。

然而，更显著的是城市的环保效
应。“按每天行驶100公里算，纯电动
公交车相较于柴油公交车，一年一氧
化碳可以减少约144千克，二氧化碳
减少约2520千克，颗粒物减少11千
克左右，碳氢化合物减少约13.3千
克。”王韶辉举例道，这仅仅是一辆车
大气污染物的减少量，如果全市公交
车都换成纯电动车，那么对空气环境

的改善可见一斑。

“绿色公交”的推行并不是一帆
风顺的，从运营、推广、配套服务等
方面来看，依然存在不少困难。

从白驹学校开往药谷的62路
公交车目前使用的是纯电动车型，
公交车驾驶员郑师傅坦言，在他驾
驶电动公交行驶过程中觉得充电
并不是一件方便的事，“始点和终
点站目前都没有配备充电桩，因此
每次充电就得去南渡江对岸配有
充电桩的公交场站，来回空行驶的
里程就是十几公里，刚充满的电等
到发车时又变成90%左右，再加上
这条线路行驶里程比较长，基本横
跨海口主城区，因此，每次往返2趟
左右就没有电了，下午基本就得送
去充电。”

公交场站和充电桩跟不上公交
车的增长数量，一直是制约新能源
车和清洁能源车发展的一个瓶颈。

海口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
司副总工程师李航告诉记者，纯电
动公交车充电目前有快充和慢充
两种模式，快充13分钟至15分钟，
可以续航50公里；慢充在5个小时

左右，续航150多公里，但目前海
口仅有6个可以充电的公交场站，
很难满足目前海口300多辆纯电
公交车的充电需求。

“现在平均一辆公交车一天要
跑250公里，再加上现在海口天气
热，开空调会使得电量消耗得更
快，对于始发站没有充电桩的纯
电公交车来说，充满一次电只能
跑大半天，下午2点钟就得充电，
不能再投入运营。”李航说道，“这
也就造成每条线路的运力紧张，
必须储备更多的公交车才能满足
正常需求。”

除了充电桩的配备，新能源公
交车的发展还会受到电网的制约。

一些场站可能会存在供电不
足的问题。“例如位于琼山区的石
塔村公交场站，由于地处农村，电
力线路布网少，总电量分配到电
网末梢可能就会存在电力负荷不
够的问题，而公交车充电又需要
大功率高电压，因此不可避免地
会遇到供电不足的问题。”李航举
例道。

倪强表示，2017年海口市将安
排1亿元资金用于补贴约500辆新
增的新能源公交车和充电桩配比。

目前公交场站和充电桩的建设
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李航告诉
记者，“公交集团计划再新增5个配
备充电桩的公交场站，其中有3个
正在建设过程中，争取7月份前建
完，届时全市将可以容纳550辆电
动公交车进行充电。至于电网问
题，海口市也正在与电力部门进行
协商如何解决电力供应的问题。”

公共交通清洁能源化是今年海
口为民办实事的重点项目之一。

据了解，自2015年下半年，海
口启动公交行业改革工作，主要分
为主体整合、线网规划、公交智能化
以及推行公共服务购买机制。

为保证公交的公益性质，就必
须将公共交通收归国有，让经营主
体回归公共服务。此前海口共有7
家企业分别经营不同线路公交，目
前海口公交集团已收购6家，剩余1
家预计今年完成收购。

“在市场化经营时，企业为了盈
利都会选择让公交线路尽可能途经
人多的地方，这就造成了线路重复
和绕行现象。例如途经明珠广场的
线路有20多条，从西海岸到海府路
明明是一条很直的线路，却要绕行
很远，使得市民出行的时间成本大
大增加。”林健告诉记者，此次公交

改革，海口将原有的91条线路增加
至151条，成熟一条开一条，今年将
全面铺开。同时加大运力投放，预
计今年年底将有2176辆绿色公交
车投入市场运营，2020 年，将有
3000辆公交车投入使用。

此外，海口目前正在推行公共
交通智能化，“海口公交出行”安卓
版APP现已上市，今年年底前还将
完善公交车车载GPS终端设备安装
及使用，届时可实现查询公交的实
时位置、到站提醒及公交预约提醒
等功能。

“以后市民坐公交出行可提前
查好线路，并知道周围有多少趟车，
每趟车需要多久到站，不会再出现
等半个多小时迟迟不见车的现象，
全市各区域之间基本实现公交直
达，不再有换乘的烦恼，出行时间大
大缩短。”林健对未来的公交出行充
满信心。

而对于新能源车未来的发展趋
势，林健提出了他的想法，想要真正
实现绿色交通，这需要海口市各部
门之间联动起来，统筹进行土地利
用规划、场站建设、充电设施布置，
在设计时就要考虑到后续一系列问
题，下一步海口还可以引进无线快
充设备，公交车在停靠站时就可以
快充快走，有效节约土地资源，真正
实现低碳、环保、快捷的目标。

（本报海口4月13日讯）

海口探索发展绿色低碳公交，年内100%实现清洁能源化

公交跑出绿色发展

现状
海口公交车共有

1722辆
其中

清洁能源和新能源车辆有

1381辆
清洁能源率达80.2%

而这一比例
将在今年年底达到100%

柴油公交车普遍有异味冒黑烟
尾气含有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氮氧化合物以及颗粒物等

对大气环境造成污染

走低碳可持续的城市发展之路
大力推动公交车和出租车新能源化

将实现公共交通100%清洁能源化

环保效应显著，运营成本还降低了
新能源公交车与燃油公交车相比，大大降低运营成本

每年每台车可节约油耗成本4万元

充电桩跟不上绿色公交的增长
绿色公交车充电需要大功率高电压

因此还会遇到供电不足的问题

建成完整的智能便民公交体系
可查询公交实时位置

全市各区域之间基本实现公交直达

未来

公交集团
计划增5个配备充电桩的公交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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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将有3000辆公交车投入使用 制图/张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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