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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发改委副主任颜人才表示，推动
打造海南省新能源汽车充换电基础设
施“一张网”运营模式，是国家相关部委
对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一项特别支持举
措，也是海南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的有力支撑，更是推动清洁能源岛建
设、加快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的一
项重要抓手。

通过组建“一张网”公司，搭建“一张
网”服务平台，除了提升充换电基础设施
公众服务和监管水平，为新能源车主提
供更高效便捷的充换电出行服务外，还
能整合各方资源，搭建覆盖车企、桩企以
及消费者的互动平台，有效推动新能源
汽车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我们将充分发挥电网核心平台作
用，以数字电网建设为抓手，全面助力
全岛充换电‘一张网’模式打造，进一步
实现电网与充换电及新能源汽车网络
协同发展，推进无人驾驶技术应用，全
力服务智慧海南和碳达峰目标。”海南
电网公司总经理王志勇说。

海南电网公司还以构建海南新能
源汽车产业及服务生态圈为战略目标，
与中国汽车院、中国信通院、华为、南
瑞、特来电、蔚来等业界领先企业共同
探索技术及业务合作，目前已取得了阶
段性成果，为全面推动打造全岛“一张
网”运营模式奠定了坚实基础。

符祥壮说，“一张网”公司还将进一
步整合完善“一张网”服务平台功能，打
造创新的、可复制的、可持续发展的

“1+4+N”海南模式。
据介绍，“1”是1个平台即“一张网”

服务平台，“4”是以政策、标准、服务、监
管4个体系作为支撑，采用市场主导、合
作共建、开放共享的方式引进行业协
会、新能源汽车生产、电池制造及运营、
交通、地产、物业等相关领域等社会主
体，为政府、能源电力、交通运输、运营
商、社会公众提供信息发布、综合服务、
征信监管等“N”种服务。

该公司将依托平台向运营商提供
客户引流、托管运营、充电桩报装“一网
通办”等服务，做到跨运营商的充电结
算支付，通过集聚用户规模，实现引流
增值与数据增值双收益；整合可再生能
源，实现电力来源的多元化，让新能源
汽车车主通过电网调峰获取经济效益。

值得一提的是，“一张网”公司还将
推动建设充换电“一张网”运营模式龙
华示范站，利用电网公司“风光储充换”

“多能互补”及“源网荷互动”等科技技
术成果，进一步升级海口龙华充换电
站，引入一体式换电设备、超级充、电池
检测、有序充电等设备和技术元素，打
造涵盖多站融合、新能源汽车租售、充
换电、“新零售”等一站式服务，成为展
示“一张网”商业模式创新示范的窗口。

“下一步我们将加大站内绿电的交
易，试点龙华充换电站100%绿电供
应。同时为车主提供绿电使用记录，测
算自己车辆一年内减少的碳排放量。”

“一张网”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国家发改委体改司在贺信中也强调，

希望海南大胆先行先试，围绕“一张网”积
极探索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开放合作生态
及业务合作方式，展开商业模式创新示
范，对标国际一流，创新业务模式，进一步
整合完善“一张网”服务平台功能，加快打
造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发展的“一张
网”海南模式。（本报海口5月25日讯）

“在超过3万平方公里的海
南岛全境统一布局新能源汽车
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放
眼全球都是一个创举。”

5月25日，海南省充换电一
张网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一
张网”公司）在海口揭牌成立，当
天整合后的海南省充换电“一张
网”监管与运营服务平台（简称
“一张网”服务平台）也正式上
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体制
改革综合司发来的贺信中对此给
予高度评价。

为何海南一家公司成立、一
个平台上线，会引起国家部委重
视？这还要从该公司和平台肩
负的特殊使命说起。

据悉，“一张网”公司由南方
电网海南电网公司牵头与海南省
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简称海南
交控）合资组建，是我省新能源汽
车充换电基础设施“一张网”运营
模式实施主体，将重点解决新能
源汽车车主找桩难、油车占位、充
电桩利用率低、支付方式不统一等
堵点难点问题，并推动尽快实现
“一个APP畅行全省”的目标。

A04
2022年5月26日

星期四
值班主任：齐松梅

主编：刘乐蒙 李萌 美编：张昕
检校：卫小林 陈旭辉

关注前沿 深度剖析自贸港观察

有各类充电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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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时而生的“一张网”
针对难题堵点，服务国家重大战略 B

一个APP畅行全省
推动全省公共充电桩应接尽接，保障行业良性健康发展

C
打造“1+4+N”海南模式
以数字电网建设为抓手，促进“双

碳”目标实现

这 难题
一 打尽

海南充换电“一张网”监管与运营服务平台上线，助力新能源车主“一个APP畅行全省”

新能源汽车充电

◀新能源汽车在海口世纪公
园停车场内的充电站中充电。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延伸

扫一扫看视频

《充换电“一张网”是个啥》

视频文案：李萌
视频剪辑：吴文惠

海南新能源汽车

保有量已达 14.6万辆

已建充电桩5.12万个

投入使用35座换电站

车桩比达到2.3：1

截至今年4月底

在海南注册的
充电桩企业有89家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 朱玉 陈立楷 胡斌

用户可通
过手机应用商
店搜索“海南充
电桩”或扫描二
维码下载APP
应用程序。

小贴士

自然生态是海南的天然底色，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海南发展的最强
优势和最大本钱。近年来，围绕海
南自贸港和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
设，海南不断擦亮生态名片，推动绿
色发展，大力推广清洁能源汽车就
是其中一项重要举措。

“作为一座环海的岛屿，海南可
以有效避免新能源汽车在城市间行
驶的里程焦虑问题。同时海南季节
性和昼夜温差小，可以为动力电池
提供稳定的环境，保持电动车的长
寿命和稳定性能。”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相关负责人说。

在省委、省政府的重视下，海南
新能源汽车推广工作取得了不俗的成

绩，截至2022年4月底，海南新能
源汽车保有量已达14.6万辆，

较“十四五”初期6.4万辆增
幅超128%，新增占比、保

有量和市场渗透率均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稳居全国“第一方
阵”，发展势头迅猛。

但充电桩进小区
难、“僵尸桩”监管难、
充电APP过多等难题
堵点不同程度出现，
困扰新能源车主的同
时，影响了海南新能
源汽车的推广应用。

“特来电、星星、顺
易充、加电、特斯拉，还有电
网……”海口新能源车主李
胜兴数着自己手机里安装的多个充
电桩APP说，作为新能源车主，为了
满足自身充电需求，也只好多下载
几个，“如果海南全岛能有一个统一
的充电桩APP，那真的方便不少。”

李胜兴还道出了各充电桩APP
在支付渠道、付费方式等方面的繁杂
不一。“有的企业支持微信、支付宝，
不支持云闪付；有的企业则反过来，
鼓励你用某个结算APP，其他渠道你
怎么点都点不进去。”李胜兴说，“有
的企业采取‘用户先充值后充电’的
方式，余额可选即时返还或留用，有
的企业则要‘用户先充电，后付费，一
次性付清’，还有的企业余额不主动
返还，这种最令人头疼。”

这些新能源汽车推广中的堵点
问题不仅引起省委、省政府重视，也引
起国家有关部委的注意。2021年4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出台《关
于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放宽市场
准入若干特别措施的意见》，其中明确
提出要引导电网企业、相关领域企业
按照市场化方式组建投资建设运营公
司，鼓励创新方式开展各类业务合作，
打造全岛“一张网”运营模式。

民之所望，改革所向。我省组
建海南省充换电一张网服务有限责

任公司，打造全岛“一张网”运
营模式，推动海南省充换电“一
张网”服务平台建设，彰显出海
南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方面的

新作为。

“‘一张网’公司定位为服务型企
业，致力于服务好政府、车主、企业，通
过整合全岛充换电资源、高效配置电
力资源、互联互通平台数据、构建开放
合作共赢，以实现‘一个APP畅行全
省’的目标。”“一张网”公司董事长符
祥壮说，该公司将着力构建海南新能
源汽车产业及服务生态圈，进一步解
放用户，培育良好的市场服务环境，提
高公共服务水平为战略目标。

近年来，海南对打造全省统一的
充电基础设施平台非常重视，并做了
很多有益的探索。此前海南交控就曾
主动投资建设省级充电基础设施平台
和充电场站，实现了全省充电基础设
施建设布局、场站运营、用户行为分
析、行业监管和补贴发放核算等功能。

“海南交控建设的充电场站目前
已覆盖全岛，市场占有率排名全省第
一。”海南交控董事长黄兴海说，同时
平台还提供建桩找桩、扫码充电、电子
化办事审批等惠企便民综合服务。

“一张网”公司成立后，该公司在
海南交控原有平台基础上，将其升级
为海南省充换电“一张网”服务平台，
目前该平台已建成“政府监管、补贴申
领和桩企运营”三大基础功能。

“针对政府，我们主要从帮助政府
履行监管职能，建立标准规范以及健
全市场进出制度出发提供服务；针对
企业，也就是P2B服务，我们主要提
供互联互通、业扩报装、运营报告分析
等服务；在用户板块，我们将提供全省
扫码充电、充电桩用电报装、配电容量
查询等服务。”符祥壮说。

该公司还将同步探索推动七大特
色功能开发上线，即报装用电容量查
询、电动车主充电桩线上用电报装、动

力电池在线安全监测、充电桩在线计
量检测、新能源汽车购置奖励充电费
补贴、住宅小区有序充电、V2G（新能
源汽车与电网互动）。特色功能开发
完成后，还将配合政府建立充换电基
础设施建设标准规范，建立运营商考
核评价体系，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
的充换电服务市场。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海南注册
的充电桩企业有89家，有各类充电
APP30余种，各平台之间无法实现互
联互通，给充电站用户带来了极大的
不便。“一张网”服务平台上线后，未来
将实现一个APP畅行全省。

海南日报记者发现，在“一张网”
服务平台上，可以直观地看到全省充
换电设施的运行状态。“在这里我们可
以实时监测到覆盖全岛的充电桩数
量、位置，充电桩使用状态以及充电量
等情况。”“一张网”公司相关技术负责
人林杰说。

截至目前，该平台在政府监管上
已接入了充电设施运营商84家，接入
1723座充电站、13283个充电桩；接
入9家换电设施运营企业、37座换电
站。而在运营管理方面，该平台运营
功能板块在海南共接入运营商41家，
接入充电站772座，全省公共充电基
础设施互联互通初具规模，同时配套
客户端APP、微信小程序，累计下载
注册用户量已达20.25万人。

“今年我们将推动全省公共充电
桩应接尽接到‘一张网’服务平台，对
各类充电桩尤其是‘僵尸桩’‘低效
桩’进行全面监管，及时做好清退或
跟踪整改，提高充电用户体验感，保
障行业良性健康发展。”省发改委相
关负责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