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 12 月 1 日 星期五 编辑：高雯 美编：顾佳泉关注Focus06
物业设关卡、硬件不达标……

新能源汽车小区充电有多难
□记者 郝小庆

12月1日，济南作为全
国首批新能源号牌的5个
试点城市之一，已经使用
新能源号牌一周年。据济
南市车管所统计，目前济
南共有2566辆新能源汽车，
而近日加入第二批试点城
市的青岛这一数据为4 . 3
万辆，位列全省第一。相比
之下，济南新能源汽车保
有量还非常少。尽管
新能源汽车政策暖
风频吹，但记者
走访发现，在
配套设施建
设上，济南
还 有 很 多
不足，其中
最 主 要 的
就 是 充 电
桩安装难、
车 主 充 电
难。

济南市民张女士今年刚买
了一辆插电式油电混动汽车，4S
店给配了充电桩，还可以提供上
门安装服务。“车子很好开，但就
是充电麻烦。”张女士说，为了安
装充电桩，她找到了物业请求开
具允许证明。“我们小区里之前
没有安装电动汽车充电桩的，物
业出于用电安全和占用公共空
间的考虑，不允许我安装。”无法
征得物业的允许，张女士只能从
自家电表里接了线出来，从楼道
窗户里伸出去给停在楼下的汽
车充电。

记者以车主身份致电经纬
嘉园、泉景小区等多个小区物
业，咨询小区内是否能安装个人
充电桩，对方的回复都是不行。
理由比较类似，大多是考虑到用
电安全问题。“小区建设年代比
较早，规划时就没有将充电桩等
相关配套设施考虑进来。”泉景
小区物业的工作人员说，老旧小
区往往电容小、线路复杂，汽车
充电功率比较大，安装充电桩可
能会带来消防安全隐患。

“车主找到我们公司后，我
们会代车主与物业进行协商，但

是实际安装成功的只有40%。”为
私家车提供充电桩安装服务的
山东蓝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娄本强告诉记者，自2016
年至今近两年的时间里，他们共
为200多位私家车主安装了个人
充电桩，很多顾客因为无法安装
充电桩最后放弃了选择新能源
汽车。“有的车主采取从楼上引
线的方法充电，还有些车主自家
拥有车库就通过车库插座充
电。”娄本强说，“飞线”充电受到
楼层高度、楼下车位的限制，而
且安全隐患较大。

个人充电桩不让安，那么有

没有企业向社区内投放公共充
电桩呢？据了解，目前济南还没
有一家充电设施公司成功进驻
社区，建设公共充电桩或充电
站。“作为一个新兴产业，目前充
电桩进驻社区的商业模式并不
清晰。”娄本强解释，一般来说公
司想要在社区免费投放公共充
电桩或充电站，需要与物业协商
地皮租赁费用，协定管理运营权
归属等相关问题，可能需要像社

区公共饮水机等企业一样缴纳
进场费。“建设前期的成本投入
比较大，但目前社区新能源汽车
的保有量较小，公共充电桩使用
频率低，难以长期运营，进而更
不利于车主选择购买新能源汽
车，形成恶性循环。”娄本强说，
模式不清晰，企业不敢来，物业
也不同意企业进驻。

济南莱拓新能源技术有限
公司总经理李尚蓉则在与多家
小区物业的沟通中发现，物业不

允许公共充电站进驻小区还出
于对经营成本的考虑。“汽车充
电的功率较大，消防安全风险不
容忽视，一旦出现问题，物业势
必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相当于费
力不讨好。”李尚蓉说，另一方
面，有的小区的电容承载力可能
只允许安装少量充电桩，但如果
后期居民的需求超过这个量，如
何协调又是新问题，“干脆物业
就都不开，从而避免出现不公平
的争议。”

如果物业这一关能够通过，
车主拥有充电桩的愿望就能实现
吗？济南高新区丰奥嘉园的物业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曾有多个业
主向他们咨询安装充电桩的相关
事宜，因此他们主动找到了一家
充电设施安装公司试图合作，但
公司考察过小区的线路、电容等
情况后，得出的结论是小区不具
备安装充电桩的条件。“我们还咨
询了消防部门，但是没有得到明
确答复。”工作人员说。

国网电动汽车山东服务有限
公司工作人员马先生介绍，车主
想要安装个人充电桩，首先要确

认自家小区内的电力由供电局还
是物业管理，“如果是供电局管
理，车主就可以走低压业扩报装
手续，报装电表。”马先生说，接到
申请后，供电局工作人员会到小
区里现场勘探，考察小区电容量
是否充足，线路是否合适。

如果小区电路电容等“硬件”
设施没问题，供电局会为车主开
户、接线、安装电表，之后由车主
自行联络充电桩服务公司进行安
装即可。而如果小区用电是通过
物业自装的变压器或物业购买的
电力，那么个人充电桩的安装就
需要车主与物业直接协商并进行

下一步工作。
此外，拥有固定的停车位或

车库也是车主个人安装充电桩的
必要条件。张女士在购入新能源
汽车后曾搬至一单位宿舍居住，
由于该单位宿舍没有固定停车
位，安装充电桩仍然是奢望。“业
主想在小区内安装个人充电桩，
必须要有车、有电、有车位。”马先
生解释，也就是说业主首先要拥
有新能源汽车，有安装充电桩的
需求；其次经过考察，小区电容量
足够；最后就是必须要有一个固
定车位，三个条件缺一都无法安
装充电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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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充电桩进小区，难过“物业关”

小区“先天不足”，充电桩安装卡在电容等硬件上

12月1日，济南试点新能源
号牌一周年。据济南车管所统
计显示，一年来全市新能源汽
车新增加了2190辆，目前总数为
2566辆。试用期间，济南共发放
新能源号牌2695副，其中针对新
车注册业务发放1989副，占往年
新能源汽车总数的73 . 8%，增长
速度明显。不少驾驶新能源汽
车的车主也在今年将原本的

“蓝牌”换成了新能源“绿牌”。
尽管济南的新能源汽车保

有量并不多，但今年增长明显。
济南市车管所民警分析，除了
新能源号牌对车主的吸引力，
新能源汽车在性能和环保方面
的优势也越来越受到市民青
睐。近日刚刚购入一台纯电动
汽车并挂上绿色新能源号牌的
车主高先生对新车挺满意。他
为自己的爱车算了这样一笔
账：车子完全充满大约需要40
度电，能行驶大约300公里。按
济南市物价局的定价1 . 45元/
kwh计算，只需要58元。而如果
开燃油车行驶300公里，按百公
里油耗10个油计算，需要200多
元，花费是电动汽车的4倍之
多。“对于我这种几乎每天都开
车出行的人来说，电动汽车很
合适。” 记者 郝小庆

不让安充电桩，车主从楼上“飞线”充电1
电动汽车用电花费

是燃油车四分之一

今年8月份起，北京将充
电设施建设纳入老旧小区综
合改造，目前正在对既有小
区进行分类配建充电设施。

第一类是具有固定停车
位及电源条件的小区，相关
部门将督促电动车企业(含
4S店)按规定组织建设私人
自用充电桩。

第二类是无固定停车
位、有电源条件的小区，相关
部门将积极推动在小区内配
建公用充电设施，简化相应
的改造建设手续。

第三类是既无固定车
位、又无电源条件的小区，新
规要求积极推动投放移动充
电设施，并结合路侧停车位
施划及电源条件，研究试点
建设公用充电设施。据了解，
北京市住建委等相关部门正
在积极投放移动充电设备，
先期投放市场的移动充电设
备平均每度电价格为1元，车
主可以通过刷卡或者微信支
付电费。 据《北京日报》

多地有新能源车补
济南尚未出台

目前多地都已推出新能
源汽车补贴政策，但济南还
没有地方补贴，业内人士认
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济
南市民购买新能源汽车动力
不足。

据了解，北京、天津两市
私人领域按国标50%补贴，
甘肃省级按35%补贴，市县
按 15% 补贴，这三个省市相
比其他省市的补贴标准稍
高。山西新能源汽车按国标
50% 给予营销补助，且取消
了省级推广应用补贴，具有
地方保护色彩。西安私人领
域按国标 30% 补贴，并且有
1 万元充电桩安装和充电
费，另外新能源汽车可在公
交车道行驶，不限行等优惠
政策都已明确。虽然补贴标
准不是最高，但在使用环节
出台了诸多便利政策。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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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买一台新能源汽车家用充电桩不到2000元，但安装“关卡”挺多。左图为一车主为自

己的新车挂上新能源绿牌，右图为济西新能源汽车超市在售的充电桩。记者 郝小庆 摄

北京老旧小区
引入移动充电设备

上海电力学院成人教育
学院副院长应敏华认为，新
能源汽车充电应积极推广居
民小区的家庭用电动汽车慢
充设施，因为对私家车主来
说，最有保证的充电时间是
夜间，最方便的地点是小区
的车位。

应敏华说，慢充设施尽
管充电时间较长，但所用功
率和电流不大，充电器和安
装成本比较低，利用电力夜
间低谷时段充电，又可以降
低充电成本；更关键的是，小
区建慢充设施不需要对电网
进行大规模改造。

综合

小区可装慢充设施
省去电网改造

专家建议

他山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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