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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5月5日讯（记者邵长
春）省政府近日印发了《海南省电动
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规划（2019—
2030）》（以下简称《规划》），提出至
2030年我省充电桩累计要达到94万
个，打造充电基础设施发展的“海南
模式”。

《规划》强调以创建国家生态文
明试验区为根本目的，以促进清洁能

源汽车推广应用为出发点，以提升充
电保障能力为行动目标，坚持新发展
理念，围绕“南北两极、环岛互联、多
点分布”思路，推进充电基础设施高
质量发展，为清洁能源汽车用户提供
更高效便捷的充电服务，建设海南全
岛充电基础设施网络。

根据《规划》，我省将以构建覆盖
海南的充电基础设施服务网络、促进

各类型新能源汽车发展应用为目标，
桩站先行、适当超前推进海南充电基
础设施建设，至2030年充电桩累计
达到94万个，其中公共充电桩要达
到16.6万个，公共充换电站要达到
627座。

《规划》要求从电动汽车发展全
局的高度，加强充电基础设施发展顶
层设计，做好整体规划；并按照“美丽

先行、标准先行、桩站先行”的建设原
则，超前建设，站在更高的起点上推
进我省充电基础设施发展。

同时，着眼于电动汽车未来发
展，紧密结合不同领域、不同层次充
电需求，按照“充电为主、换电为辅”
的原则，海南分为三类区域，调整充
电基础设施建设目标任务，遵循“市
场主导、快慢互济”的技术导向，加

大交通、市政、电力等公共资源整合
力度，打造充电基础设施发展的“海
南模式”。

此外，我省还将大力发展分布
式能源和微网充电基础设施综合利
用项目，在公共停车场及商业、公建
配套停车场等推进公用充电基础设
施布局，保障燃气、光伏以及水力发
电等清洁能源就地消纳利用，逐步

提高清洁能源在充电基础设施的应
用比例。

我省还将以物联网、大数据、云
计算和人工智能为技术依托，实现

“互联网+充电基础设施”深度融合，
完善充电导航、状态查询、充电预约、
费用结算等便捷服务，引导用户有序
充电，实现车—桩交流互动，提升运
营效率和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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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规划（2019-2030）》发布

打造充电基础设施发展的“海南模式”

应用提升阶段：2019年至2020年

普及应用阶段：2021年至2025年

全域覆盖阶段：2026年至2030年

2018年
海南电动汽车增加

约0.8万辆，电动汽车保
有量达2.3万辆，占汽车
保 有 量 的 比 例 达 到
1.8%。

截至2018年底
海南累计建成充电

桩4602个，其中公共充
电 桩 3502 个 ，占 比
76.1%。

海南电动汽车与
充电桩配建比例接近
5：1，电动汽车与公共
充电桩配建比例小于
7：1，超过《电动汽车充
电基础设施发展指南
（2015-2020年）》中提
出的 10：1 的公共充电
桩发展目标。

海南累计建设换电
站 4座，环岛高速公路
和中线高速公路
建成16座快充
站并投入商
业运行，均
距约 53公
里，环岛出
行构架初步
形成。

2019年至2020年投资规模
31.5亿元

2021年至2025年增加投资
规模96.2亿元

2026年至2030年增加投资
规模127.5亿元

2019年至2030年累计投资
规模为

优化充电设施体系

完善智能服务平台

强化电网供电保障

统一标准规范建设

探索新型商业模式

充电桩规模
2019年至2020年海南新建

充电桩6.5万个，至2020年累计
达到7.0万个

2021年至2025年海南新建
充电桩26.7万个，至2025年累计
达到33.7万个

2026年至2030年海南新建
充电桩 60.3万个，至2030年累
计达到94.0万个

公共充电桩规模
2019年至2020年海南新建

公共充电桩0.8万个，至2020年
累计达到1.1万个

2021年至2025年海南新建
公共充电桩5.1万个，至2025年
累计达到6.2万个

2026年至2030年海南新建
公共充电桩10.4万个，至2030年
累计达到16.6万个

公共充换电站规模
至2020年海南公共充换电站

累计达到160座
2021年至2025年新建公共

充换电站270座，至2025年累计
达到430座

2026年至2030年新建公共
充换电站197座，至2030年累计
达到627座

预计到2030年海南电动汽车累计推广应用约

投资规模

重点任务

需求预测

现状 未来

辆100万

配置原则

分区域配置

将海南划分为三类区域推广充电基础设施：

分车型配置

私家车、出租车、分时租赁车按照车桩比1：1建设
公务车、公交车、城际客运、通勤车、物流车、环卫车等其他领域按照车桩比2：1建设

分场所配置

实施效果

三个阶段

以加快海南自贸区自
贸港建设为目标，在海口江
东新区、三亚总部经济及中
央商务区以及海南 36个
重要规划控制区，积极开展
国际领先充电技术应用以
及充电基础设施融合智能
电网、分布式能源、智能交
通的应用。

打造鼓励政策、实施方
案、推广模式等多方面联动
的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海南
模式”。

完善配套支持政策

规范运营服务体系

打造出行“海南模式”

在海口、三亚、博鳌、儋
州 4 个重点地区创建微网
充电示范工程和储能充电
样板工程；在海口、三亚全
市范围内创建“充电桩进小
区”示范工程。

重点发展区域
包括海口、三亚、儋州、洋浦、琼海4市1区，

作为海南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率先垂范坚持“绿
色、循环、低碳”发展理念，加快电动汽车推广应用

优先发展区域
包括文昌、万宁、陵水、东方、澄迈

5个市县，将继续保持旅游的热度，并
将发展成为生态宜居的重点区域

积极促进区域
包括五指山、乐东等9

个中西部市县，促进生态核
心区电动汽车的发展

I类 II类 III类

居民小区
新建住宅小区将严格推行配

建停车场指标，至 2020 年 100%
建设充电基础设施或预留安装充
电接口条件，规划至2030年实现私
人乘用电动车“一车一桩”的目
标。建立充电车位以慢充为主、分
时共享机制，为充电创造条件。

单位内部停车场
按 不 低 于 25%

的比例规划建设电动
汽车专用停车位和充
电基础设施，鼓励向社
会公众错峰开放。公
用充电基础设施以快
充为主、慢充为辅。

公共停车场
在机场、码头、汽车站、高铁站等交通枢纽和驻车换乘

（P＋R）停车场以及大型文体设施、城市绿地、宾馆酒店、医
院、大型商场、大型建筑物配建停车场与城市智慧灯杆（“杆
桩一体”）和路边停车泊位等城市公共停车场所，结合交通枢
纽、大型文体设施、城市绿地、大型建筑物配建的停车场、路
边停车位、旅游景点等城市公共停车场，配套建设城市公共
充换电站或分散公共充电桩，满足临时补电需要。

公路沿线
高速公路按每对服务区配套

建设2座公共充换电站。环岛旅
游公路依托规划的环岛滨海驿站
建设40个公共充换电站。2019
年至2030年，国道、省道、县道配置
充换电站服务半径呈逐步缩减趋
势，以满足电动汽车的用电需求。
鼓励在具备条件的加油（气）站建
设一定比例的公共快充设施。

生态功能区
在省内国家级（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布）
和省级森林公园以及
4A以上景区等旅游度
假目的地，利用景区停
车场合理配建公共充
换电站，并纳入所在地
区整体规划。

公交、环卫、物流等公共服务领域

停车场根据运营需求
和电动汽车推广目标配建
充电基础设施，配置快充
桩，部分可采用换电模式。

元255.1亿

综合充电基础设施及配套电网投资

产业带动效应
按电动汽车产销状况计算，

至 2030 年，预计完成全省充电基
础设施建设投资约255亿元，拉
动电动汽车相关产值约 2400
亿元

节能减排效益
2020年

全省推广的电动汽车相比同
样数量的燃油汽车，在应用环节
当年能够实现减少二氧化碳约
12.4万吨，折合成标准煤能够减
少约5.0万吨，燃油消耗替代率
约占6%

2025年
当年能够实现减少二氧化碳

约41.1万吨，折合成标准煤能够
减少约16.7万吨，燃油消耗替代
率约占19%

2030年
当年能够实现减少二氧化碳

约99.1万吨，折合成标准煤能够
减少约40.0万吨，燃油消耗替代
率约占42%

至2030年
充电桩将达94万个

截至2018年底
建成充电桩4602个

关注清洁能源汽车推广和应用

（内容整理/记者邵长春
制图/王凤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