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上海市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专项规划（2016-2020 年） 

（征求意见稿） 

 

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以下简称充电设施）包括充电桩、充电

站、换电站等，是新型的城市基础设施，是推广应用电动汽车的基本

保障。加快充电设施规划建设，是落实国家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战略

的客观需要，是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方便居民生活、促进城市低碳发

展的重要举措。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

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73 号），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四部门印发的《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指南（2015-2020 年）》

（发改能源[2015]1454 号）和《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电动汽车充电基

础设施专项规划编制提纲的通知》（国能电力[2015]447 号）的相关

要求，进一步促进本市电动汽车的推广应用，加强充电基础设施发展

顶层设计，制定本专项规划。 

规划期限为 2016-2020年。 

一、发展基础 

车辆规模快速增长。2013-2015年，本市共累计推应用广各类新

能源汽车 57666辆，其中新能源乘用车 51754辆（包括私人车 36685

辆，租赁车 5307辆，公务车辆 9762辆）。  

设施建设稳步推进。截止 2015 年底，本市已建各种充电桩共计

2.17万个，其中住宅区建设的私人充电桩超过 1.65万个，机关、企

事业单位专用充电桩约 0.32万个，公交、物流专用桩约 0.08万个，

社会公用充电桩约 0.12万个。 

推广模式不断创新。随着新能源车用户的逐步扩大，一批充电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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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建设运营单位逐渐形成，为用户提供“上门安装（维护）、自助服

务、刷卡消费、智能管理、平台结算”等服务。新能源汽车分时租赁

业务也显现了较好的发展态势，订单数和用户数逐月快速递增。 

 

图 1 上海市充电设施现状分布示意图 

政策支持力度逐步增强。2013年以来，上海连续发布了《私人

购买新能源汽车补贴试点实施方案》、《上海市鼓励电动汽车充换电

设施发展暂行办法》、《上海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实施方案

（2013-2015年）》、《上海市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管理暂行规定》

等一系列推动电动汽车应用发展的政策，在购车补贴、充电设施建设

补贴、牌照政策、充电价格、服务费等多方面给予政策支持，促进了

本市新能源车辆的推广应用。 

自用充电桩 

公用/专用充电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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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体系逐步建立。2012年本市颁布了《上海市电动汽车充电

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规范》，随后开展了《新能源汽车及充电设施公共

数据采集技术规范》、《加油站内电动汽车直流充电桩技术规范》、

《公共充电基础设施通用技术规范》等规范的编制工作，涉及充电站

设计、公共数据采集、引导标志设臵、安全技术检验、维护保障等一

系列内容，充电设施建设和管理标准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 

二、问题挑战 

新能源车辆及充电技术发展尚未成熟。新能源产业发展日新月

异，车辆及充电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加了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

的难度。目前车辆续驶里程短、充电时间长仍是约束发展的主要瓶颈，

也是本市插电式混合动力车推广应用范围比纯电动车辆更广的主要

原因。 

公用充电设施规模较小。随着近年来的建设和发展，本市充电基

础设施已有一定规模，但公用充电设施数量偏少，且分布不均，单个

充电点充电桩规模较小。同时，各充电运营商之间尚未实现互联互通，

导致设施使用率整体偏低。 

停车矛盾制约充电设施建设。本市中心城停车矛盾突出，居住类

夜间停车缺口比例达 52%，特别是早期建设的居住区，停车矛盾尤为

严重。停车设施供应不足，特别是公共停车场（库）资源的短缺，给

充电设施的建设带来极大困难。充电设施被非新能源汽车占用情况时

有发生。 

充电设施资源整合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强。目前，各充电设施建设

运营单位都各自开发了自主运营的平台，支付手段多样，但在全市范

围内未形成统一的公用充电设施信息服务平台，缺乏统一、易识别、

开放、便捷的支付平台，给充电设施用户造成使用极大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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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需求预测 

（一）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需求预测 

 

图 2 本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情况及需求预测 

根据本市新能源汽车发展现状，结合未来发展趋势，预计到 2017

年本市新能源车辆发展规模将达到 13.1 万辆，其中新能源乘用车约

12.1 万辆，公交、物流、环卫等其他车型约 1万辆；到 2020 年全市

新能源车辆发展规模将达到 26.3 万辆，其中新能源乘用车约 24.5

万辆，公交、物流、环卫等其他车型约 1.8万辆。 

      表 1 本市新能源汽车发展预测     单位：辆 

                              

（二）充电设施配臵原则 

按照《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指南（2015-2020）》确定的

新能源车辆分类 2017 年 2020 年 

乘用车 

私人车 85000 172000 

租赁车 12000 24000 

公务车 24000 49000 

其他车型 

物流车 3000 6500 

公交车 4700 8000 

环卫车 300 500 

客车 2000 3000 

合计 131000 26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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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域建设目标，本市属于加快发展地区和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城

市。充电设施建设遵循适度超前原则，按照“自（专）用为主、公用

为辅，分类落实”进行配臵，其中公共充电桩与新能源汽车比例不低

于 1:7，外环以内地区以及新能源重点发展地区公共充电服务半径不

大于 0.9 公里，其他区域公共充电服务半径为 1.5公里。 

（三）充电设施需求预测 

为满足新能源汽车的上述发展目标要求，经测算，至 2017 年全

市新能源充电设施规模需达到 10.3 万个，有充电功能的公交停保场

需 42座；至 2020年，全市新能源充电设施规模需达到 21.1 万个，

有充电功能的公交停保场需 68座。 

      表 2 本市新能源充电设施需求预测    单位：个 

                                     

充电设施分类 2017 年 2020 年 

公务、租赁、私人小客车 

自、专用充电桩 
86000 175000 

城市公用充电桩 13250 28500 

公交专用充电桩 1600 2700 

物流专用充电桩 1500 3250 

环卫专用充电桩 150 250 

客车专用充电桩 1000 1500 

合计 103500 211200 

注：1、公共服务领域充电设施。公共桩按照乘用车（不含公务）桩车比 1：7 配臵，

公交车按照桩车比 1：3配臵，物流车按照桩车比 1：2配臵，环卫车按照桩车比 1：2配臵，

社会客车按照桩车比 1：2配臵；2、自、专用充电设施。按照鼓励自、专用充电桩提供共享

服务的原则，桩车比按照 1:1.4） 

 

四、规划原则与策略 

（一）规划原则 

遵循“统筹规划、适度超前”原则，在设施建设方式上做到“自

（专）用为主、公用为辅、快慢结合、合建为主、单建为辅、分类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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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逐步在市域范围内形成以住宅小区、办公场所自用、专用充电

设施为主体，以公共停车场、独立充电站等公用充电设施为辅的充电

服务网络，并在对外通道上形成沿放射状城际高速公路为主要轴线的

公用充电设施服务走廊。 

自用充电设施以慢充为主，结合自有产权、长期租赁停车位合建；

专用充电设施采用快慢结合方式，结合住宅小区、办公场所公共停车

位合建；公用充电设施以快充为主，结合社会公共停车场、加油加气

站等以合建为主、单建为辅。 

（二）规划策略 

整体规划、适度超前策略。加强全市充电基础设施发展的顶层设

计，从发展全局进行统筹规划，建立政府有关部门与相关企业各司其

职、各尽所能、群策群力、合作共赢的推进机制，按照桩站先行、适

度超前建设的策略，推进充电基础设施科学发展。 

区域差别化策略。参照停车配建区域划分标准及车辆保有、交通

联系密度特征将全市分为三类空间范围。 

表 3 充电设施发展区域划分 

区域 区域范围 区域特点 发展策略 

一类地区 

内环以内地区，市级副中

心，世博地区及新能源重

点发展地区 

车辆保有量大，区域内外交

通联系频繁 
全面覆盖 

二类地区 

除一类地区以外的内外环

间、郊区新城、闵行区、

嘉定区、浦东新区 

车辆保有量较大，有一定的

区域外部交通联系，新能源

发展基础较好 

加密加强 

三类地区 
除上述两类地区外的其它

区域 

车辆保有量低，交通联系主

要发生在区域内部 
鼓励支持 

注：1、市级副中心，指徐家汇、花木、江湾-五角场、真如地区；2、新能源重点发展

地区，为嘉定国际汽车城、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临港新城、虹桥商务区。 

 管建并举策略。推进新能源充电设施的建设，匹配社会新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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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发展规模；通过推动充电设施信息平台建设、企业之间的互联互

通、商业模式创新等措施加强对充电设施的使用管理，提高充电设施

的利用率，避免造成设施空臵。 

公私结合，自（专）用为主策略。以自用、专用充电设施为主导，

加快推进驻车地充电设施建设，有效缓解用户的充电焦虑；同时在公

共停车场、商业、公建配套停车场等推进全市公用充电设施布局建设，

满足新能源用户的临时补电需求。 

因地制宜，集约化建设策略。倡导节约用地，集约发展的理念，

按照合建为主，单建为辅的原则布局充电设施。自用及专用充电设施

原则上结合停车位布臵，公用充电设施结合建筑配套停车位配建，并

在部分重点区域适当发展大中型充电站（立体或平面），对社会车辆

进行集中充电服务。 

 

图 3 充电设施发展区域划分示意图 

 

一类地区 

二类地区 

三类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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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发展目标与规划方案 

（一）总体目标 

构建覆盖全市的充电设施服务网络与充电设施服务走廊，满足各

类地区新能源车辆发展与使用的基本需求。至 2020 年，全市新能源

车辆充电桩规模至少达到 21.1万个。 

积极推进新能源乘用车用户结合居民区、办公场所停车位配建充

电桩，至 2020 年建设公务、租赁、私人小客车自、专用充电桩不少

于 17.5 万个，满足用户基本充电需求。鼓励有条件的自、专用充电

设施对社会公众开放。 

至 2020 年，通过新建地块配建、已有公共停车场增建等措施，

合理布局建设社会停车场所公共充电基础设施不少于 2.8万个，满足

用户临时补电需求。 

至 2020 年全市建设公交、物流、环卫、客车专用充电桩不少于

0.77万个，建成有充电功能的公交停保场 68座，满足行业的基本充

电需求。 

一类地区规划形成多点分散、密度较高的服务网络，充电设施按

照 0.9公里服务半径布设；二类地区形成适当集中、布局均衡的服务

网络，充电设施外环内按照 0.9公里服务半径布设，郊区新城及其他

区域按照 1.5公里服务半径布设；三类地区形成分级明确、适当预留

的服务网络，集建区充电设施按照 1.5公里服务半径布设。 

（二）分场所配建指标 

综合性建筑（含多种建筑类别及相应使用功能）应通过分别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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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建筑功能配建充电设施指标后累加得到。 

1、住宅小区 

对于新建地块，原则上新建住宅充电泊位应按照总停车位的 100%

建设或者预留充电设施建设安装条件，包括预留充电设施、管线桥架、

配电设施、电表箱安装位臵及用地。对于已建地块，鼓励物业联合充

电设施建设运营商根据实际需求建设充电设施；对于小区内可能出现

的一桩多车情况，鼓励通过充电泊位分时共享等方式，满足多辆新能

源乘用车的充电需求；停车位选址应满足充电设施安装的空间要求，

并尽可能减少其他工程的施工难度；对部分实施条件较为困难的居住

区，宜积极在地块周边 1公里范围内发展公用充电设施，满足居民的

充电需求。 

2、办公场所、独立用地公共停车场、商业、公建等配套停车场 

对于新建地块，充电泊位应按照一类地区≥15%、二类地区≥12%、

三类地区≥10%配建到位，鼓励在此基础上增加充电设施建设规模。 

对于已建地块，在 2020年前充电泊位按 5%的最低配建标准逐步

配建到位，鼓励在此基础上提高配建标准；停车位选址应满足充电设

施安装的空间要求，并尽可能减少其他工程的施工难度。轨道交通换

乘停车场（P+R），充电泊位宜按照不低于 15%的比例配建到位。 

3、道路停车泊位 

在路外充电设施不足的情况下，可根据各类区域特点在有条件的

路边或桥孔下布局公用充电设施。应避免对城市道路的影响，周边宜

有办公、商业或居民小区，或邻近轨道交通车站，宜专位专用、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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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时租赁网点布臵。试点结合智慧路灯，利用小区周边夜间道路停车

资源建设充电设施。 

4、高速公路服务区 

结合市域范围内放射性高速公路分布，规划以 20 公里间距为目

标构建充电服务走廊，满足城际交通中的基本充电需求。规划在全市

高速公路服务区每处布臵不少于 4个直流充电桩，未来结合需求逐步

增加配建数量。 

5、充换电站 

按照每 2000 辆新能源汽车配套建设一座公共充电站。公共充电

站应包括 3台及以上电动汽车直流快充设备，以及相关供电、监控等

配套设备。 

中心城区（外环以内）公用充电设施建设以与停车场合建为主，

浦东、嘉定、闵行、松江、奉贤、金山、青浦、崇明 8个区县宜根据

已有用地规划，适当建设大、中型充换电站。 

鼓励建设占地少、成本低、见效快的机械式与立体式停车充电一

体化设施。鼓励利用已有用地条件较为宽裕的加油加气站，配建直流

充电桩（群）。对于确有建设需求但无规划用地的，宜结合控规调整，

在用地上予以支持。 

（三）公用充电设施分区规划方案 

推进区县公用充电设施布局，至 2017 年规划在全市布设约 1.3

万个公用充电桩，至 2020 年规划在全市布设约 2.8 万个公用充电桩

建设不少于 130个公共充电站。各区县可视情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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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充电设施配建规模。 

表 4 2017、2020年各区县规划公用充电设施布局表（单位：个） 

区县 
2017 年各区 

公用充电桩建设计划 

2020 年各区 

公用充电桩建设计划 

2020 年前需配

建公共充电站

个数 

浦东新区 2900 6200 ≥29 

黄浦区 600 1300 ≥6 

徐汇区 750 1600 ≥7 

长宁区 650 1400 ≥7 

普陀区 750 1550 ≥7 

静安区 850 1900 ≥8 

虹口区 450 1000 ≥5 

杨浦区 800 1700 ≥8 

闵行区 1250 2700 ≥12 

宝山区 750 1600 ≥7 

嘉定区 1050 2300 ≥10 

金山区 600 1300 ≥6 

松江区 650 1400 ≥7 

青浦区 450 1000 ≥5 

奉贤区 550 1100 ≥5 

崇明县 200 450 ≥2 

合计 13250 28500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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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7、2020年各区县规划公用充电设施分布图 

六、重点任务 

（一）全面推进充电设施网络布局和建设 

按照规划的配建要求，推进充电设施的建设落地，鼓励结合需求

提高配建比例。 

1、加快推进住宅小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积极推进住宅小区按照桩随车走的原则建设自用充电设施。对于

有自有产权车位或长期租赁车位的用户，优先考虑结合停车位建设充

电桩，鼓励在已建住宅小区公共停车位配建一定比例的公共充电车

位，建立充电车位分时共享机制，开展机械式和立体式停车充电一体

化设施建设，为用户充电创造条件。对于实施条件较为困难的居住区，

2017 年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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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在小区周边发展公用充电设施予以补足。 

2、积极开展单位内部停车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具备条件的政府机关、学校、医院、文体场馆等公共机构及各企

事业单位，应结合单位电动汽车配备更新计划及职工购买使用电动汽

车需求，利用单位内部停车场资源，规划电动汽车专用泊位。研究将

有关单位配建充电基础设施情况纳入节能减排考核奖励范围。 

3、加快推进全市公用充电网络建设 

优先结合商业中心、公建配套停车场，以及对外交通枢纽、轨道

交通换乘停车场（P+R）等社会公共停车场开展城市公用充电设施建

设，鼓励在具备条件的加油加气站配建公用充电设施。公用充电基础

设施布局应按照从城市中心到边缘、一、二类地区向三类地区逐步推

进的原则，逐步增加公共充电基础设施服务覆盖率。在中心城区以外

区域或新能源重点发展地区适当新建独立用地的公共充电站。鼓励有

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充电基础设施向社会公众开放。结合实际需求，推

广占地少、成本低、见效快的机械式与立体式停车充电一体化设施，

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推进本市高速公路服务区城际快充设施布局，在

长三角及更广区域建立城际快充网络，实现区域间互联互通，满足电

动汽车城际、省际的出行需求。 

4、加快分时租赁网点建设 

借助新能源分时租赁网点建设推进全市公用充电网点布局。重点

加快中心城区内分时租赁网点布局，在高校、医院、文体场馆、P+R

枢纽、机场、火车站、城市公路及轨道交通高架下已有停车场等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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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对于有推进困难的网点，应在周边选择适当地点予以补充，各

区县政府应积极协调电力、路政、交警等部门，整合资源，通过多种

方式推进新能源汽车分时租赁网点在全市尤其是中心城区内的布局。 

5、积极探索桥孔下公用充电设施布局 

重点在中心城区及新城范围内梳理公用充电设施设臵的可能位

臵，从周边配套、交通管理、停车便利等多角度出发，适时推进桥孔

下公共停车场建设，并按要求配建公用充电设施。 

6、加快重点地区公用充电设施的建设推进 

重点加快嘉定国际汽车城、临港新城、国际旅游度假区、虹桥商

务区等新能源汽车和绿色交通示范区的公用充电设施建设布局。 

（二）加强配套电网保障能力 

1、加强配套电网建设 

将充电基础设施配套电网新建与改造项目纳入配电网专项规划，

与其他相关规划相协调，在用地保障、廊道通行等方面给予支持，切

实做到“设施建设、电网先行”。根据各类建筑配建充电基础设施需

求，合理提高各类建筑用电设计标准，加强相关标准与规范的制修订

工作。电网企业要加强充电基础设施配套电网新建与改造，保障充电

基础设施无障碍接入，确保电力供应的“畅通无阻”，满足充换电设

施运营需求。 

2、完善供电服务 

电网企业要为充电基础设施接入电网提供便利条件，开辟绿色通

道，优化流程，简化手续，提高效率，限时办结。充电基础设施产权

分界点至电网的配套接网工程，由电网企业负责建设和运行维护，不

得收取接网费用，相应资产全额纳入有效资产，相应成本据实计入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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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成本，纳入电网输配电价回收。 

（三）统一设计建设标准 

严格执行国家充电设施技术标准和规范，对于不符合要求的充电

设施，加快改造升级，保证充电设施的通用性，进一步规范电动汽车

充电设施设计和建设标准，统一充电接口、充电基建配套、消防安全、

数据采集等技术标准，为新能源车辆的健康发展提供必要的技术支

撑。实现不同厂商充电设备与不同品牌电动汽车之间的兼容互通。完

善充电基础设施计量、计费、结算等运营标准与管理规范。加快建立

充电基础设施标识体系，在设施建设的同时落实周边醒目设施标志标

牌建设，确保用户的可识别性，避免充电车位被当作普通车位使用，

并在显著位臵提示充电设施使用方法，有效提高充电设施的使用率。 

（四）鼓励充电设施企业组建联盟进行行业自律与管理 

建立电网企业、充电设施生产企业、充电运营服务企业、电动汽

车生产企业、充电技术研发机构等主体之间的互联互通促进机制，加

快组建本市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通过联盟建立维护本市

充电设施建设运营市场有序发展，实现地区充电设施信息的互联互

通，推动充电设施运营商业模式创新，开展充电等关键技术的研发合

作，实现充电设施资源共享、规范发展、合作创新与多方共赢，打造

具有国内先进水平与上海特色的智能、便捷、规范的电动汽车充电服

务产业，有力支撑上海市电动汽车的整体发展。 

（五）探索可持续商业模式 

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探索可实施、可推广的充电设施运营商业

化模式，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充电设施网络及基础服务平台建设。加快

形成私人用户住宅小区与办公场所配套停车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

营的市场机制。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充电服务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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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探索大中型充换电站与商业地产相结合的发展方式，引导商

场、超市、电影院、便利店等商业场所为用户提供辅助充电服务。鼓

励充电服务企业通过与整车企业合作、众筹等方式，创新建设充电基

础设施商业合作模式，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等方式，提供智能充放电、

电子商务、广告等增值服务，提升充电服务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六）建设信息服务平台，提高设施利用率 

大力推进“互联网+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依托社会化信息服务

平台，通过信息技术手段盘活停车存量，利用大数据信息完善充电基

础设施建设布局。提高充电服务智能化水平，提升运营效率和用户体

验，促进电动汽车与智能电网间能量和信息的双向互动。 

建立全市、长三角或更大范围的统一充电设施联网平台，统一信

息交换协议，有效整合不同企业和不同城市的充电服务平台信息资

源，促进不同充电服务平台之间的互联互通。鼓励围绕用户需求，为

用户提供充电导航、状态查询、充电预约、费用结算等服务，拓展增

值业务，提升用户体验与运营效率。 

发展有序充电技术，引导有序用电，减小峰谷差，提高设施效用

效率。将充电服务信息接入本市停车信息平台，方便用户快速找到充

电桩泊位。研究充电车位专位专用，开发普遍适用性的支付手段，如

手机支付、银联支付、交通卡支付等方式，保证支付体系的兼容性。 

七、规划实施 

（一）保障措施 

加强规划落地。加强与综合交通、停车设施、能源供应等专项规

划的衔接，并及时将充电设施作为城市重要基础设施纳入本市相关规

划。停车设施专项规划应规定各类停车场（库）建设安装充电设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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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和要求。在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应落实充电设施专项规划的相关

建设要求。各区（县）应将本专项规划相关要求在本区（县）总体规

划和停车设施专项规划中予以落实。 

严格配建标准。新建项目应按照最低标准予以预留或配建到位，

鼓励新建项目根据实际需求增配充电设施；鼓励已建项目建设充电设

施，可以结合旧区改造、停车位改建、道路改建等实施。加强新、改

建项目充电设施审核、验收管理，将充电设施配臵要求纳入土地出让、

项目规划方案及设计文件审查范围，在完成规定数量的充电设施预留

或配建后，方可办理竣工备案等手续。 

加大土地支持力度。鼓励公用充电设施结合加油加气站合建。对

于合建且用地规模不突破主体项目原用地规模的充电设施建设，规土

部门在规划参数确定上应予以支持；对于技术水平高、示范效应强，

产业带动大，经论证确需以单建方式建设的充电设施示范项目，规土

部门应在土地供应上予以支持，单建项目按照集约化、少占地的原则

设计。 

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加大对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的补贴力度，

推动充电设施的有序发展。形成有利于消费者的服务价格体系，先期

通过服务指导价规范充电设施建设运营市场，形成规模效应后逐步放

开价格指导，通过主管部门的价格监管、服务费备案等方式，引导市

场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推进充电设施商业保险体系建设，通过强制

保险方式，保障用户的合法权益。 

简化充电桩建设审批流程。减少充电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审批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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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加快办理速度。对个人或企业用户申请安装充电桩的，电网企业

应开辟报装绿色服务通道，为用户申请提供方便、快速、高效的服务，

减少用户的办事流程。新建独立用地集中式充、换电站在办理规划许

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及施工许可时，应简化建设审批流程，推进项

目尽快实施。 

 强化安全管理。建立充电基础设施安全管理体系，完善制度标准，

加大对用户私拉电线、违规用电、建设施工不规范等行为的查处力度。

依法依规对充电基础设施设臵场所实施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以及

备案抽查，加强消防监督检查。督促充电基础设施运营使用的单位或

个人，加强对充电基础设施及其设臵场所的日常消防安全检查及管

理，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营造良好舆论环境。各相关部门、企业和新闻媒体要通过多种形

式加强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政策、规划布局和建设动态等的宣传，让社

会各界全面了解充电基础设施，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充电基础设施

的建设运营，引导消费者购买使用电动汽车。加强舆论监督，曝光阻

碍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损害消费者权益等行为，形成有利于充电基础

设施发展的舆论氛围。 

（二）投资规模测算 

根据本市充电设施平均投资成本测算（不含外线电网配套费用），

按照本规划充电设施建设目标，至 2017年累计投资约 17亿元建设充

电设施，其中新能源公交车充电设施需投资约 5亿元，新能源乘用车

公用充电设施需投资约 5亿元；自用、专用充电设施投资 7亿元；至

2020年累计投资约 38亿元建设充电设施，其中新能源公交车充电设

施需新增投资约 8 亿元，新能源乘用车公用充电设施需投资约 12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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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自用、专用充电设施投资 18亿元。 

（三）实施效果 

规划实施后，按本市新能源汽车发展目标测算，从 2016年至 2020

年可实现的累计充电电量约 20亿千瓦时，将节约替代燃油量约 35万

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 200万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