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省新闻 2021年11月3日 星期三
值班主任：蔡潇 主编：陈卓斌 美编：陈海冰 检校：招志云 陈旭辉A03

■■■■■ ■■■■■ ■■■■■

“公共充电桩废弃，暴露出了公
共充电领域早期野蛮生长的一些问
题，一个产业的健康发展需要一个平
稳有序的导入期，但早期规划建设的
充电桩与实际需求脱离，甚至有些充
电桩仅是为了获取财政补贴。”海口
市交通专家栗生告诉记者，充电桩质
量良莠不齐、选址不佳、制式落后等
问题，造成了建成后使用率较低，无
法产生经济效益，建设方也没有资金
维护，形成了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废
弃，产生了资源浪费。

对此，栗生建议，相关部门必须
要加强管理，而企业则应该不断适应
市场需求，进一步提高快充设施占比
等。“关于充电桩应遵循市场化原则，
谁建设谁收益和维护。随着新能源
汽车保有量的增加，相信充电桩这个
市场需求非常大，通过市场调节可以
实现发展壮大。”栗生说，对于现存的
废弃充电桩，政府主管部门要做好监
管和引导，如果是领取补贴的充电
桩，要督促建设方进行升级改造，对
于社会资金自建的充电桩，可以制定
相关的优惠政策，引导投资商进行改
造。同时应该尽快制定充电桩市场
的监管标准、主管部门，有序引导和
促进行业的发展。

在五指山市，当地新能源汽车保

有量的快速增长，也让当地相关部门
考虑如何建立长效机制，解决新能源
汽车充电难问题。

“我们将督促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对五指山市政府建成的111个充电
桩开展前期调研工作，编制充电桩调
研报告及初步运维方案，将部分充电
桩对外开放，为市民群众提供更多充
电站点。”五指山市发改委主任伍楚
君说，目前，五指山正与椰速充等多
家新能源企业进行洽谈，加快布局新
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

“现在海南新能源汽车总量正在
不断提升，在这种情况下，加快实现
充电桩的配套提升也更加有必要。
在8月时，海南的车桩比还是2.5：1，
现在已经升至了2.7：1，充电桩使用
压力逐步增大。随着2021年促进新
能源汽车消费综合奖励措施延续到
今年年底，且不限定奖励总量的政策
出台后，车数预计将进一步增加，充
电桩的配套压力也会愈发显现。”海
南省新能源汽车协会相关负责人直
言。其表示，充电桩的布局建设应重
点考虑除了私人桩外的公共充电桩，
尤其是在干线公路沿线服务区等公
共交通路网节点上，服务广大车主中
长途出行的配套公用桩。

（本报海口11月2日讯）

跟着导航一番苦找，却找不到可
用的充电桩，钟先生的遭遇并不少见。

说起这事，在东方市开了2年网
约车的王师傅连倒“苦水”。他告诉记
者，近日，他在凌晨四点多接到乘客去
洋浦的急单，于五点左右到达洋浦。
下高速后，王师傅发现车辆电量不足，
便跟随导航，选了家较近的充电站进
行定位并开过去，但转了好久，却始终
没有找到定位地点。

最终，在一位大巴车司机的指引
下，王师傅才在洋浦汽车站附近找到
了充电桩，却发现这里的充电桩不是
坏的，就是要充上好几个小时的慢充
桩，影响出车。这也让他至今仍对长
途行车感到心有余悸。

儋州新能源车主周健驹也表示，
自己常常会遇到行车至导航定位的充
电站，却发现里面的充电桩不对外开

放，只能转而寻求其他站点的情况，这
非常耽误事情。周健驹所处的新能源
车友群内，在洋浦、琼中、昌江等地，跟
着导航找到充电站，却发现充电桩无
法使用、充电速度太慢等，成为车友们

“吐槽”的突出问题。
记者在走访中还了解到，琼海市

区的充电桩分属不同公司运营，因此
市民在寻找、使用充电桩时，需下载多
个APP，有的平台甚至仅有数个充电
桩。这些不同平台的管理方式也不相
同，有的要求车主先充值再使用，有的
要求先使用再付费，平台之间的费用
也不相同，让新能源车主感到操作繁
琐、费时费力。

钟先生还告诉记者，由于各平台
充值退费的速度不同，部分平台退费
慢、退费难问题突出，所以他一般会选
择固定的几家平台进行充值。

6个闲置的充电桩锈迹斑斑，充电
线被随意地搭在电箱上……这是11月
2日下午，记者在位于海口市滨涯新村
的小二租车充电站看到的一幕。

记者扫描充电桩上运营商的二维
码，发现网页已经无法打开，拨打充电
桩上的服务热线，结果已为空号。小
区物业工作人员说：“这6个充电桩自
2017年安装后，就没有人管过。”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昌江黎族
自治县和悦小区。在该小区的一处停
车场，3个标有“椰速充”的充电桩显
示屏上一片空白，记者几次进行操作，
充电桩均毫无反应。

记者拨打了“椰速充”的客服电
话。客服人员表示，当前小区充电桩
建好而不能使用，主要原因是企业正
在与电网公司沟通协调相关事宜，还
没有通电。至于具体通电时间，对方
表示还无法确定。

同一天下午，三亚市工业园路晋

润园小区临街商铺停车位上，当地市
民符景试图给自家新能源汽车进行充
电，但是12个充电桩无一可用。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些充电桩上
均标注有“星星充电”商标。记者关注

“星星充电”公众号后，再通过其小程
序扫码充电时，并未弹出操作页面。

针对车主反映充电桩无法充电等
问题，省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督查组年
内对我省的故障桩、“僵尸桩”以及收
费问题进行了调查。据统计，截至今
年6月底，海南共有1068个“僵尸桩
（枪）”、143个故障桩（枪）等待处理。

“一般情况下，一个大型充电桩一
年的运维成本需数千元，小型充电桩
也要数百元，这还不包括前期的设备
投入和建设成本。”海南某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投入
和运维成本高，运营商压力大，部分企
业甚至因充电桩铺设面太大、资金难
周转而倒闭，进而导致充电桩闲置。

记者在海口、琼海、昌江等市县走
访时发现，新能源车充电车位被汽油
车占用现象也较为普遍。

11月3日零时许，记者在海口市
城西商业广场停车场看到，虽然当时
停车场还有很多空的非充电车位，但
在设有充电桩的新能源车位上，仍停
放有4辆汽油车。而此时正值新能源
车充电高峰期，充电车位十分紧张。

该停车场保安刘先生告诉记者，
停车场共有150多个车位，其中有21
个是充电车位。由于充电桩是分时段
差异化收费，在平时（8时至16时，电
价6毛多元/度）和峰时（16时至0时，
电价超过1元/度），常常没有足够多的
新能源车到对应车位充电，而这期间
正值商业广场经营高峰期，车位紧张，
很多汽油车就会停到新能源车位上。

但到了谷时（0时至8时，电价3毛
多元/度），前来充电的新能源车会突然

增多，此时部分原先停在新能源车位上
的汽油车因各种原因未开走，使得很多
新能源车充不了电，导致每晚都争议不
断，但他们也很难进行管理。

“经常会遇到充电车位被汽油车
占用，充不了电的情况，这个问题很普
遍，不仅是在外面商业广场的停车场
会遇到，在小区和机关企事业单位的
停车场也会遇到。”家住海口市龙华区
城西镇的新能源车车主周先生说，他
还注意到，充电车位大多没有强制禁
止汽油车停放。

在琼海市区，新能源汽车公共充
电桩被占用的情况亦时有发生，不仅
有汽油车将其作为停车位使用，也有
新能源汽车在充完电后，并未及时挪
车。对此，琼海市民彭女士表达了不
满：“有的车主甚至将新能源车停在充
电桩上，一直霸占到0时电价低时再
充电，降低了充电桩的使用效率。”

彭女士家住琼海万泉印象小区，
今年7月购置了一辆新能源汽车，她
注意到，该市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存在
分布不均的情况。

“充电桩围绕琼海周边布局，市区
反而少见，离我家最近的充电桩只有
慢充桩，距离约1公里，充满需要10多
个小时。”彭女士说，然而，最近的快充
桩距离小区约2公里。她只能把车开
过去充电，再走路回来，很不方便。

“越来越多的新能源车主都更愿
意选择快充桩，久而久之，就不会有用
户再去慢充桩充电了。”上述海南某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直言，因此，
很多技术含量较低的慢充桩都被闲置
了，而闲置的充电桩拆除费用几乎和
设备成本相当，运营方不会再花钱把
这些桩拆走，便成了棘手的遗留问题。

车主觉得充电桩坏的多，不够用，
而企业则觉得不少桩使用率低，没人用。

省新能源汽车促进中心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海南省级平台对外运营充
电桩的单桩日充电量为97.8度，单桩日
均充电时长为3.13小时。以一辆续航
为450公里的新能源汽车，从0到充满
需要50度电来估算，省级平台对外运
营充电桩单桩每日只为约2辆车充满
电，3.13小时的充电时长较24小时可
用的充电时长来算也并不算多。

“充电桩布局不合理，企业运维
跟不上只是表象问题，背后还有区域
发展速度，城乡发展差异等更深层次
的矛盾，涉及政府多个相关部门、整
车企业、充电桩企业、消费者乃至社
会各界，这也是新生事物在被社会所
接受的道路中必须经历的过程。”海
南新能源汽车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如何做到充电桩与新能源汽车“双量
齐飞”，做好充电桩“适度先行”，实现
充电桩与有需求车主的精准对接，仍
是海南建设清洁能源岛，推进新能源
汽车普及的重要考题。

定位不准，找充电桩费时费力

重建轻管，千余“僵尸桩（枪）”待处理

鸠占鹊巢，充电车位停着汽油车

布局不当，慢充桩“退场”不及时

探索破题，多措并举对症下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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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笼椒定位不精准、管理不到位、布局不合理

充电桩“成长的烦恼” ■ 张成林

在海口滨涯新村，6个
充电桩全部处于闲置状
态；在琼海，充电桩分布不
均，且位置经常被占用；在
洋浦，充电桩定位不准，找
起来费时费力……据海南
日报记者跟进报道，充电
桩乱象不仅集中于东线高
速服务区，在我省其他地
方同样存在，已经成为一
种共性问题。

充电桩建设是打基础
的工作，对群众来说，这是
破解“里程焦虑”、转向新
能源汽车的关键；对海南
而言，这是推进新能源汽
车标志性工程的前提。可
是，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一
基础显然并不牢固，反而
是乱象丛生。一些地方充
电桩看似数量很多，可急
用时却是“一桩难求”，不
是没安装，就是成摆设，不
是被占用，就是管理混乱，
形同鸡肋，充分暴露出有

“数量”缺“质量”、重建设
轻管理等不实问题。

如果问题集中在“点”
上，只是个别、偶发的话，
只需集中整治便可纠偏，可是当问题多
发，表现为“面”上的乱象时，则说明了问
题的严重性，需更进一步，深入反思管理
上的漏洞、产业发展上的不足、后续监督
的乏力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

细究起来，这些乱象多集中于充电
桩的运营维护上。维护运营，作为整个
产业链的核心所在，最为吃力不讨好，不
仅投入多、成本高，且盈利回报周期长，
主要靠充电服务费，来源单一。在新能
源汽车尚未推开的情况下，安装企业显
然缺乏运维积极性，甚至不少是冲着补
贴而来，缺少长期运营的耐心。该客观
现实下，如何挑选志在长远的企业、如何
优化补贴思路等，无疑是管理者不得不
认真解决的问题。

可是，大量闲置充电桩的存在，说明
一些地方、部门对充电桩产业缺乏深思
熟虑、系统谋划。在政绩观上，甚至存在
虚而不实的倾向，发展新能源汽车及充
电桩时，一味追求表面的光鲜数字，只顾

“建”不顾“管”，只关心充电桩的数量及
增长速度，对其真实效果鲜少追踪。甚
至在记者采访后，依然慢悠悠不见即时
整改。对政策落实不细、监管滞后，这样
的“指标政绩”、形式主义作风恐怕才是
根源所在。

充电桩建设，作为基础所在，不是一
锤子买卖，必须一步一个脚印去走实。
事实上，在当前“碳中和”的背景下，新能
源汽车发展、推广乃是大势所趋。尤其
是海南，在大力践行“国之大者”、建设国
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中，更是把新能源汽
车推广视为重大标志性工程，可以预见，
充电桩行业必将是一个前景光明的黄金
赛道。只是，在风口尚未来临之时，需要
各方沉下心来，认真细致把基础工作做
实做细。

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问题视
而不见。如今，充电桩乱象已经摆在眼
前，接下来，就要看各地、各部门解决问
题的诚意和智慧了。期待相关方都能重
视起来，尽快拿出应对之策，多做系统谋
划、长远布局，以严实作风为新能源汽车
推广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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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0时许，在海口市龙华区城西商业广场停车场，汽油车占用新能源车位。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11月 2日，在海口市龙
华区一小区内，一座长期闲
置的充电桩。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11月2日下午，三亚工业园路晋润园小区，充电桩无一可用。本报记者 张期望 摄

■ 本报记者 陈卓斌 谢凯
张期望 肖开刚 郭萃 袁宇
刘静姝 张文君 海报集团全
媒体中心记者 王子遥

扫码、缴费、插枪……11
月2日，在五指山市政务服
务中心新能源汽车充电站
里，看着手机屏幕上显示出
“正在充电”的字样，货运司
机钟先生终于长舒了一口
气。此前，他根据手机导航，
驾车在该市连续跑了两家充
电站，都遭遇了无桩可用的
尴尬。

目前，全省新能源汽车
保有量达9.7万辆，占汽车
保有量的5.9%，超过全国
平均水平1.7倍，处于全国
前列。在充电设施建设方
面，海南也已完成全年建桩
1万个的推广计划，目前车
桩比为2.7：1。但在我省，
充电桩仍面临着不少“成长
的烦恼”：定位不精准、管理
不到位、布局不合理……

11月1日，本报推出“海
报监督”专栏报道《200公里
高速路缘何“一桩难求”？》，聚
焦G98海南环岛高速公路琼
海至三亚段服务区充电桩“停
摆”、未安装等问题，引发广泛
关注。11月2日，海南日报记
者走访海口、三亚、琼海、五指
山、昌江等各个市县，进一步
了解充电桩在推广应用中存
在哪些堵点、难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