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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规划编制说明  

一、规划内容 

加快充电设施规划建设，是落实国家和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

展战略的现实需要，也是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方便群众出行、促

进城市低碳发展的有效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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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局、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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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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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贯彻国办发〔2015〕

73 号文件加快全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实施意见》（鲁

政办发〔2016〕18 号）、《潍坊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推进新能

源汽车产业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潍政字〔2015〕27 号）、

《潍坊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促进新能源汽

车产业发展的意见》（潍政发〔2014〕13 号）、《潍坊市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全市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实施意见》

（潍政办发〔2016〕12 号）的相关要求，进一步促进我市电动

汽车的推广应用，引导充电基础设施有序健康发展，形成桩站先

行、适度超前、便捷高效的发展体系，特制定本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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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 年 1 月 1 日起施

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施

行）； 

3.《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2012-2020 年）的通知》（国发〔2012〕22 号）； 

4.《国家电网公司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指导意见》（2009

年 12 月）； 

5.《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指导意

见》（国办发〔2014〕35 号）；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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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指南（2015-2020 年）》； 

8.《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强城市电动汽车充电设施规划建

设工作的通知》（建规〔2015〕199 号）； 

9.《关于 2016-2020 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支持政策的

通知》（财建〔2015〕134 号）； 

10.《关于开展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核查工作的通知》（财

办建〔2016〕6 号）； 

11.《关于“十三五”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奖励政策及

加强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通知》（财建〔2016〕7 号）； 

12.《关于加快居民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通知》

（发改能源〔2016〕161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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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国办发〔2015〕73 号

文件加快全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实施意见》（鲁政办

发〔2016〕18 号）； 

14.《山东省“十三五”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计发展规划》； 

15.《潍坊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全市电动汽车充电基

础设施建设的实施意见》（潍政办发〔2016〕12 号）； 

16.其他现行的国家法律法规等； 

三、规划范围与期限 

（一）规划范围 

本规划的规划范围为潍坊市所辖城区、青州市、诸城市、寿

光市、安丘市、高密市、昌邑市、临朐县、昌乐县。 

规划对象为规划范围内建设运营的充换电设施，主要有充电

站、换电站和分散布置的交、直流充电桩等。城市公共快充网络

由公共区域分散充电桩组成。城际互联快充网络由高速公路停车

服务区的快速充电站组成。 

（二）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为 2017-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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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展基础  

一、交通领域发展情况 

潍坊位于山东半岛中部，是山东省下辖地级市，与青岛、日

照、淄博、烟台、临沂等地相邻。地扼山东内陆腹地通往半岛地

区的咽喉，胶济铁路横贯市境东西，是半岛城市群地理中心。地

处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两大国家战

略经济区的重要交汇处。中国新二线城市，是中国最具投资潜力

和发展活力的新兴经济强市。 

潍坊市总面积 1.61 万平方公里，约占山东省总面积的 10%，

潍坊市行政区域范围，包括奎文区、潍城区、坊子区、寒亭区、

（及高新区、滨海区、保税区、峡山区），青州市、诸城市、寿

光市、高密市、安丘市、昌邑市、临朐县和昌乐县。2016 年，

全市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5522.7 亿元，增长 8%。全市常住人口

935.7 万人。截止到 2016 年底，潍坊市机动车保有量 251.972

万辆。其中，汽车保有量为 195.136 万辆，摩托车保有量为

54.4575 万辆，挂车保有量 2.3785 万辆。其中，汽车保有量同

比增加 18.3742 万辆，增长 10.39%；摩托车保有量同比减少

52.0657 万辆，下降 48.88%；环比减少 6.4361 万辆，下降 10.57%。 

“十二五”时期，潍坊市交通运输工作围绕“实现区域交通

一体化、市域交通同城化、城乡交通均等化、综合交通智能化和

低碳交通生态化”，着力实施“八大系统工程”（公路路网、铁

路交通、港航运输、航空运输、管道运输、城市公交、智能交通、

客货集疏运），强化“五大管理”（质量、安全、廉政、市场、

http://jump2.bdimg.com/safecheck/index?url=rN3wPs8te/pL4AOY0zAwhz3wi8AXlR5gsMEbyYdIw631r7Km3gpqwSINuBkNldosaWGZAKfcpCgiY65SX2hsh16xSq+FxHP6FdK7DP1v3oStqBaZnWN6vVdC7Gg5eFCxbzjb+8aXWdtkUqwUdgCUCaGfdP1aczquGJfxKzgug5JlqWAbgA97s85r38i0bcloaTNd9o7/YaMWJyn6zzAQOnY9qHh6BM0y
http://jump2.bdimg.com/safecheck/index?url=rN3wPs8te/pL4AOY0zAwhz3wi8AXlR5gsMEbyYdIw61ZT7pByTXE5/vujGaniiXQt6XyibVFgk4fbLMgytUg5Z4Q4OO30Ri8SAtVjSx1NjJY8K44RtEayATU/LFQB7MwoyOI/rgOp0E5gsBs4zUZ0AyQRreHeC2XWV/bD/ALQYoGtIVw3wkJGNlkbiQMUTPjDdCVu6Yz01UwPGbuJnYG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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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积极促进交通运输业由传统产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进

一步增强了交通运输服务潍坊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潍坊市作为山东省“五纵四横一环八连”高速公路规划中的

一部分，境内现有青银、荣乌、长深、青兰、荣潍 5 条高速公路，

连通日照的潍日高速公路在建设之中，全市多数区县可通过高速

公路互通。截至 2016 年底，全市公路通车里程 26881.6 公里，

公路密度 166.6 公里/百平方公里，二级及以上公路里程 4441 公

里。 

二、电动汽车及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情况 

（一）电动汽车行业发展情况  

潍坊市经过十多年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从无到有，2014

年获批国家第二批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示范城市，截止到 2016

年，已培育出山东凯马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山东泰汽控股集团公

司、山东比德文控股集团公司、潍坊瑞驰汽车系统有限公司等十

家电动汽车整车生产企业，主要车型已涵盖乘用车、载货汽车、

轻型客车、改装汽车和配套零部件门类比较齐全的新能源汽车产

业体系，初步具备了规模化生产和作为重点产业培育发展的条

件。 

截止到 2016年，潍坊市全市共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 3045辆。 

（二）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潍坊市内充换电设施主要生产厂商为山东汇电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青岛特来电公司。 

山东汇电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由深圳茂硕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潍坊市投资集团公司、山东丞和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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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总投资额人民币 2 亿元，从事电动汽车智能充电桩产品研

发、生产和销售以及充电桩网络建设运营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

致力于成为国内领先的新能源技术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公司主

要为顾客提供智能交流充电桩，大功率直流快速充电桩，光伏逆

变器，各类储能系统、充电桩运营管理云平台以及大型集中式充

电站和光伏电站建设运营等新能源应用解决方案。 

青岛特来电新能源有限公司是创业板第一股青岛特锐德电

器股份有限公司(300001)的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新能源汽车充

电网的建设、运营及互联网的增值服务。特来电颠覆了传统充电

桩的模式，世界首创电动汽车群智能充电系统，以“无桩充电、

无电插头、群管群控、模块结构、主动防护、柔性充电”的特点

引领世界充电技术的发展，共获得 336 项技术专利，经过国家权

威鉴定机构鉴定，产品世界首创、技术水平国际领先。 

截至 2016 年年底，全市累计建成 84 座充换电站 1622 台充

电桩，保障不同领域电动汽车充电需求。其中，公共专用领域，

在公交、环卫、出租等专用停车场站内，能够较好满足当前示范

运行车辆的用电需求；私人自用领域，在居民小区的个人固定停

车位上，为电动汽车用户提供了基本充电保障；社会公用领域，

在大型商圈、写字楼、P+R 停车场、加油站等公共停车区域，初

步形成了公用充电网络。同时，充电设施智能服务平台同步建立，

充电服务智能化、便捷化水平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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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 
充电站现有情况 充电桩现有情况 

充电站合计（座） 充电桩合计（台） 

奎文区 8 125 

潍城区 2 48 

坊子区 1 51 

寒亭区 0 2 

青州市 28 415 

诸城市 5 145 

寿光市 0 137 

安丘市 6 60 

高密市 3 88 

昌邑市 2 80 

临朐县 6 47 

昌乐县 2 213 

高新区 11 101 

滨海区 6 74 

保税区 1 16 

峡山区 2 12 

经济区 1 8 

合计 84 1662 

备注：充电站、充电桩现有情况统计截止时间为 2016 年年底。 

三、电动汽车及充电基设施相关政策  

（一）全国电动汽车及充电设施主要政策  

2012 年 6 月，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与新能

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 年）的通知 》（国发〔2012〕

22 号）。 

2012 年 4 月，科技部发布了《电动汽车科技发展“十二五”

专项规划》（国科发计〔2012〕19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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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7 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电

动汽车用电价格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4〕1668

号）。 

2014 年 7 月，国家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快新能源

汽车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4〕35 号文）。 

2015 年 4 月，财政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和发展改

革委联合发布了《关于 2016-2020 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支

持政策的通知》（财建〔2015〕134 号）。 

2015 年 10 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工业

和信息化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印发<电动汽

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指南(2015-2020 年)>的通知》（发改能源

〔2015〕1454 号）。 

2015 年 9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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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1 月，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山东省电

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管理办法》（鲁发改能源〔2016〕

1182 号）。 

2016 年 11 月，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山东省经济和信

息化委员会、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合发布了《山东省“十

三五”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规划》（鲁发改能源〔2016〕

1161 号）。 

我国政府非常重视电动汽车的发展。在推动电动汽车发展过

程中，坚持了政府支持，以核心技术、关键部件和系统集成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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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原则，确立了以混合电动汽车、纯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

为“三纵”，以整车控制系统、电机驱动系统和动力蓄电池共性

关键技术为“三横”的研发布局，通过产学研紧密合作，我国电

动汽车自主创新取得了重大进展。 

总体来说，我国电动汽车发展主要呈现出电动汽车技术取得

重大突破、政府扶持力度不断加大、相关标准体系不断完善、发

展方向与发展规划明确的特点。 

电动汽车配套设施发展迎来春天。根据《电动汽车充电基础

设施发展指南(2015-2020 年) 》，预测到 2020 年，全国新增集

中式充换电站超过 1.2 万座，分散式充电桩超过 480 万台，以满

足全国 500 万辆电动汽车充电需求。优先建设公交、出租及环卫

与物流等公共服务领域充电基础设施，新增超过 3850 座公交车

充换电站、2500 座出租车充换电站、2450 座环卫物流等专用车

充电站。积极推进公务与私人乘用车用户结合居民区与单位停车

位配建充电桩，新增超过 430 万台用户专用充电桩，以满足基本

充电需求。鼓励有条件的设施对社会公众开放。合理布局社会停

车场所公共充电基础设施，按照适度超前原则，新增超过 2400

座城市公共充电站与 50 万台分散式公共充电桩，以满足临时补

电需要。结合骨干高速公路网，建设“四纵四横”的城际快充网

络，新增超过 800 座城际快充站，以满足城际出行需要。 

（二）本地电动汽车及其充电设施相关政策  

潍坊市率先成立了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领导小组，为本市能

源汽车产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潍坊市对新能源汽车

产业发展高度重视，2009 年即成立由市长任组长，市经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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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科技局、市公安局、市环保局、市规划

局、市旅游局、市交通运输局、市邮政局、市市政局、供电公司

等部门、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潍坊市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领导小

组。领导小组负责研究制定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和发展政

策，协调各部门工作，集成各方面的资源，合力推进新能源汽车

发展。有条件的县(市、区)也成立相应机构，为新能源汽车产业

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在国家及山东省政策基础上，潍坊市陆续出台了多项强有力

的新能源推广配套政策。潍坊市财政局、经信委经市政府同意，

在《山东省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财政扶持办法》的基础上，结合

潍坊实际情况，研究制定了潍坊市关于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的政策《潍坊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促进新能

源汽车产业发展的意见》（潍政发〔2014〕13 号），对新能源

汽车研发、示范运营的车辆购置和配套设施建设给予扶持，对新

能源汽车消费者在购置、使用、维护等环节中给予政策优惠，鼓

励单位和个人购买使用新能源汽车，加快新能源汽车配套基础设

施建设，推进新能源汽车配套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增强产业配

套能力，延伸产业链。 

潍坊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的《关于加快全市电动汽车充电

基础设施的实施意见》（潍政发〔2016〕12 号），意见中明确

了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总体思想和目标。按照电动汽车发展需

求，到 2018 年，在全市建成充电站 51 座、充电桩 17730 台，到

2020 年，在全市建成充电站 144 座、充电桩 46700 台。实施意

见中同时明确了，政策落实的责任主体、推进重点领域充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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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建设的细则、完善促进充电基础设施发展的政策措施、组织

领导的细则及全市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任务分解，为更好

的推进全市的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全面详细的指导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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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机遇与挑战  

一、充电设施发展机遇 

低碳技术是世界发展趋势，为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带来机

遇，而配套建设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是促进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 

为适应电动汽车发展要求，我国“十二五”期间初步建成智

能充换电服务网络，目前已覆盖 26 个省市，充换电站及充电桩

数量已居世界第一。 

在国家、省市的政策支持下，2014 年，潍坊进入第二批新

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城市名单。具备较好的充电设施推广基础，把

握机遇，有利于加快充电设施建设步伐。 

（一）传统汽车产业及应用基础较好  

潍坊市的装备制造业重要支柱产业，包括商用车、电动车、

发动机等已经形成竞争优势，全市汽车整车生产能力达到了国内

先进水平，形成以山东凯马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山东泰汽控股集

团公司、山东比德文控股集团公司、潍坊瑞驰汽车系统有限公司

为龙头，门类齐全的汽车及装备制造业体系。 

（二）良好的组织保障与政策基础  

在国家及山东省政策基础上，潍坊市出台了多项新能源推广

配套政策，并率先成立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小组，为新能源汽车

产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三）较好的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推广应用基础  

山东汇电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从事电动汽车智能充电桩

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以及充电桩网络建设运营的高新技术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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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公司致力于成为国内领先的新能源技术综合解决方案提供

商。 

青岛特来电新能源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新能源汽车充电网的

建设、运营及互联网的增值服务。特来电遍布全国范围，充电市

场中占有率第一，产品世界首创、技术水平国际领先。 

二、充电设施问题与挑战 

（一）政策及产业环境不确定性  

在政策支持方面，截止目前，国家以及相关省市政府的充换

电设施补贴政策尚未完全落实，同时配套支持政策不完善。部分

地方政府对充电基础设施发展的重视程度不够，缺少配套支持政

策，在城市建设及相关规划中对充电基础设施考虑不足，对充电

基础设施的长期用地政策有待进一步明确和细化。 

在产业环境方面，土地资源紧张、征地手续复杂、办理时间

长等问题也严重制约着充换电设施建设；充电基础设施与电动汽

车发展不协调，在电动汽车产业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注重车而

不注重充电基础设施的问题，有车无桩、有桩无车现象并存。一

方面，部分地区电动汽车增长较快，但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规模不

足；另一方面，由于用户对电动汽车接受度不高以及地方保护等

原因，使得电动汽车增长总体低于预期，加上部分充电基础设施

建设布局不合理，以及设施通用性较差等问题，造成充电基础设

施利用率较低。 

（二）建造和运营风险  

充换电设施设计要综合考虑功能性、技术性、经济性及社会

性等多个方面，这对设计、建设带来了一定困难。同时随着电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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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加速推广，充换电设施安全运营压力也在逐步增加，规避风

险压力较大。 

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难度较大。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规划、

用地、电力等多项前提条件，在实施过程中涉及多个主管部门和

相关企业。在社会停车场所建设充电基础设施，面对众多分散的

利益主体，协调难度大。在私人乘用车领域，大量停车位不固定

的用户不具备安装条件；对于具备安装条件的用户，存在业主委

员会不支持和物业服务企业不配合的现象。此外，由于充电基础

设施还涉及公共电网、用户侧电力设施、道路管线等改造，也增

加了建设难度。 

充电基础设施在国内外均处于起步阶段，由于涉及城市规

划、建设用地、建筑物及配电网改造、居住地安装条件、投资运

营模式等方面，利益主体多，推进难度大。 

（三）技术风险  

电动汽车及其充电技术的不确定性大。电动汽车产业尚处于

发展初期，动力电池及充电等关键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不同技术

方案对应的充电需求存在较大差异，增加了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与

管理的难度，加大了投资运营风险，影响了社会资本参与的积极

性。 

充电基础设施标准规范体系有待完善。充电基础设施设备接

口、通信协议等技术标准亟需完善。已颁布的部分技术标准未严

格执行，造成不同品牌的电动汽车与不同厂商的充电基础设施不

兼容，充电便利性大大下降。充电基础设施相关工程建设标准有

待进一步完善。充电基础设施与充电服务平台的通信协议、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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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等标准不统一，充电服务平台的服务能力和质量未能满足用

户需求。 

（四）经济风险 

充电服务的成熟商业模式尚未形成。在部分城市的公交、出

租等特定领域，通过实行燃油对价、峰谷电价、充电服务费等措

施，商业模式探索取得一定进展，但仍不具备大范围推广应用的

条件。在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共充电服务领域，商业模式探索处于

起步阶段，由于电动汽车数量少、设施利用率低、价格机制不健

全等原因，充电服务企业普遍亏损。 

充换电服务网络由于网点众多，需要一次性投入大量资金。

充换电站运营需要承担设施折旧、运行维护、人员成本等多项费

用，如果出现经济波动，或前期已建成项目运营状况不够理想，

则无法形成良性循环，从而影响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网络建设进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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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需求预测  

一、主要充换电服务设施分类  

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包括各类集中式充换电站和分散式

充电桩及其接入上级电源的相关设施。 

根据电动汽车充电方式的不同，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可以分为

充电桩、充电机和换电站三种类型。 

充电桩为配置车载充电机的电动汽车提供交流常规充电电

流，布点灵活、占地面积较小，可安装在停车场、居住社区等，

提供常规充电服务;充电机通常指直流充电机，对各类电动汽车

提供较大的直流电流进行快速充电，设备技术要求较高、占地面

积较大，通常安装在电动汽车充电站，为各类电动汽车提供应急

充电服务;换电站则是配备若干动力电池组，为电动汽车更换电

池和提供电池维护服务，操作专业性强、占地面积较小，可结合

车辆行驶路线、区域等情况适当配置。 

根据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的不同特点，既可将交流充电桩安装

在街头、停车场和加油站等地，方便电动汽车就近接入电网进行

常规充电，也可以根据实际需求与预测建设一些电动汽车充电

站，充电站中可配备一定数量的交流充电桩、直流充电机和电池

组，可同时为各类电动汽车提供不同的充电服务。 

结合潍坊市实际情况，规划范围内将满足包括纯电动公交车

（充电式）、纯电动公交车（换电式）与插电式混合动力公交车

的充电需求，优先在市区内布置公交车充电站和公交车换电站。 

电动出租车一般为纯电动车，包括充电式与换电式两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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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划范围内，将根据电动汽车需求预测结果提供相应出租车充

电站和出租车换电站。 

电动物流车、环卫车等行业专用车为充电式纯电动车。 

电动公务与私人乘用车包括纯电动与插电式混合动力两大

类，以上车辆将全部采用交直流充电桩来满足充电需求。 

二、电动汽车保有量预测 

常用的电动汽车发展预测方法有千人汽车保有量测算法、弹

性系数法等方法。结合潍坊市政府电动汽车产业发展规划，结合

当地 GDP、民生情况、汽车发展情况、政策情况等多种边界条件，

得出潍坊市电动汽车发展规模、时序以及区域分布情况。 

（1）弹性系数法 

弹性系数法是在一个因素变化的基础上，对另一个因素的发

展变化作出间接预测的方法。即利用现有的 GDP 数据测算汽车保

有量增长率： 

汽车保有量增长率=GDP 增长率*弹性系数 

2016 年，潍坊市常住人口 935.7 万， GDP 为 5522.7 亿元，

人均 GDP 为 59275 元/人。 

2020 年，潍坊市人口为 965.9 万人，年均增长率＜8‰； GDP

为 7500 亿元，年均增长率为 8%，人均 GDP 为 77648 元/人。 

随着全国及全省经济增速的逐步放缓，预计“十三五”期间

潍坊市 GDP 年均增速为 8%。弹性系数按照全国水平进行测算，

由此预测出潍坊市汽车逐年保有量，如表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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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弹性系数法预测“十三五”期间汽车保有量 

年份 2017 2018 2019 2020 

GDP年均增长率（%） 8 

私人汽车年均增长率（%） 6.8 

弹性系数 0.85 

汽车保有量（万辆） 208.4052 222.5768 237.712 253.8764 

（2）千人汽车保有量测算法 

人均 GDP 值越高，其千人汽车保有量越大。人均收入水平和

汽车保有量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但汽车保有量的增长不会一直

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而提高。 

目前大部分省份的民用汽车保有率正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

而呈现快增长的趋势，但各省市的增长趋势并不相同。内地城市

汽车保有量远低于沿海或经济发达城市，内地城市在汽车消费上

滞后于沿海或经济发达城市。 

人均 GDP 和千人汽车保有量的关系见图 4-2 所示。2009 年，

印度人均 GDP 1000 美元，汽车保有量每千人 16 辆；中国人均

GDP 3700 美元，汽车保有量每千人 57 辆；巴西人均 GDP 8000

美元，汽车保有量每千人 100-130 辆；台湾韩国人均 GDP 16000

美元，汽车保有量每千人 300 辆；西欧日本人均 GDP 30000 美元

以上，汽车保有量每千人 500 多辆；美国人均 GDP 46000 美元，

汽车保有量每千人 800 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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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各国人均 GDP 和千人汽车保有量 

此外，区域人均收入也与千人汽车保有量呈正相关关系，受

区域经济及相关条件影响，不同地区人均收入与千人汽车保有量

相关系数存在较大差异。国内不同城市人均收入和千人汽车保有

量的关系见图 4-3 所示。 

图 4-3 国内不同城市人均收入和千人汽车保有量 

潍坊市 2016 年末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 GDP 为 59275 元/

人，折合美元为 8924 美元/人（汇率按 6.6423 计算）。千人汽

车保有量为 208.5 辆/千人。2020 年，人均 GDP 为 77648 元/人，

折合美元为 12523.9 美元/人（汇率按 6.2 计算），2020 年，潍

坊市人口为 965.9 万人，全市汽车保有量约为 254.3 万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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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 千人汽车保有量法预测汽车保有量 

年份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GDP（亿元） 4786.7 5170.5 5522.7 6030.9 6513.3 7034.4 7597.2 

年末总人口（万人） 924.72 927.7 935.7 942.6 950.1 957.7 965.9 

人均 GDP（元/人） 51763.8 55734.6 59022.1 63981.5 68553.8 73451.0 78654.1 

汽车保有量每千人 182.6 190.5 208.5 221.1 234.3 248.4 263.3 

汽车保有量 168.853872 176.72685 195.1401 208.3739 222.6337 237.8795 254.3112 

取两种预测方法的平均值，可得 2020 年，全市汽车保有量

为 254.0938 万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新能源汽车示范效应的

显现，电动汽车的保有量会进一步增长，参考各地市情况，规划

电动汽车数量比例约占汽车保有量的 2-3％。 

表4-5 电动汽车占机动车保有量的比例 

城市 年限 车辆数 电动汽车数量 电动汽车比例 

全国 2020 2亿辆 500万辆 2.5% 

湖南省 2020 950万辆 22万辆 2.3% 

福建省 2020 657万辆 13万辆 2.0% 

厦门市 2020 130万辆 2.6万辆 2.0% 

按照 2%占比计，预测至 2020 年，潍坊市发展电动汽车数量

约为 50819 辆。 

（一）电动公交车保有量预测  

截止 2016 年底，全市现有公交车 4761 辆，已有 2422 辆电

动公交车，以充电式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为主，运

行状态良好。根据《城市道路交通管理评价指标体系 （2012

年版）》、《潍坊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1-2020》、《潍坊市交通

运输“十三五”发展规划》及各县市城市总体规划公共汽电车万

人拥有量预测，2020 年潍坊市域范围内公交车数量为 6848 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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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 电动公交车保有量预测-1 

地区 人口（万人） 

公共汽电车万

人拥有量（标

台/万人） 

规划公交

车数量

（辆） 

现有公交

车数量

（辆） 

现有充电

公交车数

量（辆） 

潍坊城区 224 15 3360 1729 253 

寿光市城区 40 17 680 661 473 

青州市城区 55 12 660 439 300 

高密市城区 45 9 405 291 210 

昌邑市城区 28 13 364 355 267 

诸城市城区 45 11 495 466 314 

安丘市城区 40 8 320 265 143 

临朐县城区 40 5 200 192 158 

昌乐县城区 28 13 364 363 304 

总计 545   6848 4761 2422 

表4-6 电动公交车保有量预测-2 

类别 2017 2018 2019 2020 

公交车总保有量 5282 5804 6326 6848 

公交车新增量 521 522 522 522 

公交车替代量 584 585 585 585 

电气化替代新增比例 35% 40% 45% 50% 

电动公交车替代新增量 387 443 498 554 

电动公交车总保有量 2809 3252 3750 4304 

电动公交车占公交车车比例% 0.53 0.56 0.59 0.63 

根据《国管节能[2014]293 号》、《国办发[2014]35 号》、

《鲁政办发〔2014〕41 号》要求，并按照优先推进公交、出租

及环卫与物流等公共服务领域电动汽车的原则，考虑新增、更新

公交车辆 2016 年不低于 30%均采用电动公交车，以后逐年增加；

同时根据《潍坊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推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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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方案的通知》（潍政字〔２０１5〕27 号文），潍坊市《推进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实施方案》中，至 2020 年公共领域新能源

汽车所占比例达到 50%以上，确定潍坊市电动公交车更新替代比

例为 30%、35%、40%、45%、50%。规划至 2020 年，新增、更新

电动公交车为 1882 辆，全市共计将有电动公交车 4304 辆，“十

三五”期间新增 1882 辆电动公交车。 

（二）电动出租车保有量预测  

截止 2016 年底，我市城市出租车运营数量(保有量)为 4885

辆。根据《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潍坊市交通运输“十

三五”发展规划》；同时结合国家和潍坊地区网约车相关政策及

近五年来潍坊地区出租车增长率，确定潍坊市中心城区及各县市

区出租车万人拥有量，规划至 2020 年，我市应有出租车 6069 辆。 

表4-7 电动出租车保有量预测 

地区 人口（万人） 

出租车万人

拥有量（标台

/万人） 

规划出租

车数量

（辆） 

现有出租

车数量

（辆） 

现有充电

出租车数

量（辆） 

潍坊城区 224 15 3360 2299 24 

寿光市城区 77 5 385 376 0 

青州市城区 55 8.5 468 497 28 

高密市城区 45 7.5 338 332 0 

昌邑市城区 28 8 224 211 0 

诸城市城区 45 8.5 383 372 0 

安丘市城区 40 7.5 400 292 0 

临朐县城区 40 6.5 260 249 0 

昌乐县城区 28 9 252 257 0 

总计 582   6069 4885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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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8 电动出租车保有量预测（单位：辆） 

类别 2017 2018 2019 2020 

出租车总保有量 5181 5477 5773 6069 

出租车新增量 296 296 296 296 

出租车替代量 1208 1208 1208 1209 

电气化替代新增比例 35% 40% 45% 50% 

电动出租车替代新增量 526 602 677 753 

电动出租车总保有量 578 1180 1857 2610 

电动出租车占出租车比例% 0.11 0.22 0.32 0.43 

根据《国管节能〔2014〕293 号》、《国办发〔2014〕35 号》、

《鲁政办发〔2014〕41 号》、《潍政发〔２０１4〕9 号》要求，

并按照优先推进公交、出租及环卫与物流等公共服务领域电动汽

车的原则，考虑新增、更新出租车辆 30%均采用电动出租车；《潍

坊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城市能源结构调整的实施意见》（潍政发

〔2014〕9 号）文件中要求“2015 年底前出租车天然气改装率达

到 95%”；故综上所述确定更新出租车辆 30%均采用电动出租车，

新增出租车辆电动出租车的更新替代比例为 30%、35%、40%、45%、

50%。规划至 2020 年，新增、更新电动出租车为 2558 辆，全市

共计将有电动出租车 2610 辆，“十三五”期间新增 2558 辆电动

出租车。 

（三）电动物流环卫警用等专用车保有量预测 

截止 2016 年底，我市城市物流环卫警用等专用车数量(保有

量)为 867 辆。根据《物流环卫设施规划设计规范》，中对大、

中、小城市城市物流环卫警用等专用车万人拥有量，及实际调研

后，规划至 2020 年，我市应有物流环卫警用等专用车 6939 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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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9 电动物流环卫警用等专用保有量预测（单位：辆） 

类别 2017 2018 2019 2020 

物流环卫警用车总保有量 3136 4396 5656 6916 

物流环卫警用车新增量 1260 1260 1260 1260 

物流环卫警用车替代量 463 463 463 464 

电气化替代新增比例 35% 40% 45% 50% 

电动物流环卫警用车替代新增量 603 689 775 862 

电动物流环卫警用车总保有量 603 1292 2068 2929 

电动物流环卫警用车占物流环卫车比例% 19% 29% 37% 42% 

根据《国管节能〔2014〕293 号》、《国办发〔2014〕35 号》、

《鲁政办发〔2014〕41 号》、《山东省“十三五”电动汽车充

电基础设施发展规划》要求，并按照优先推进公交、出租及环卫

与物流等公共服务领域电动汽车的原则，考虑新增、更新车辆

2016 年不低于 30%均采用电动车，以后逐年增加至 50%以上；同

时根据《潍坊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推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实施

方案的通知》（潍政字〔2015〕27 号）文，潍坊市《推进新能

源汽车产业发展实施方案》中，至 2020 年公共领域新能源汽车

所占比例达到 50%以上，确定潍坊市电动物流环卫警用等专用车

更新替代比例为 30%、35%、40%、45%、50%。规划至 2020 年 ，

“十三五”期间新增 2929 辆电动物流环卫警用等专用车。 

（四）电动公务与私人乘用车保有量预测 

鼓励引导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在更新公务车时积极采购系

能源汽车，引导个人购买插电式混合动力或纯电动乘用车。根据

潍坊市发展需求确定 2016-2020 年公务及私人车总替代新增量，

如下表。根据潍坊市电动公务及私家车实际发展，结合《山东省

“十三五”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规划》发展目标，参考《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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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节能[2014]293 号》、《国办发[2014]35 号》、《鲁政办发〔2014〕

41 号》、《山东省“十三五”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规划》

要求，并按照优先推进公交、出租及环卫与物流等公共服务领域

电动汽车的原则，考虑新增、更新车辆 2016 年不低于 30%均采

用电动车，以后逐年增加至 50%以上。确定潍坊市电动公务及私

家车更新替代比例分别为 30%、35%、40%、45%、50%和 1.5%、2.0%、

4.0%、6%、8.5%。规划至 2020 年 ，“十三五”期间新增 42573

辆电动公务及私人乘用车。 

表4-10 电动公务与私人乘用车保有量预测（单位：辆） 

类别 2017 2018 2019 2020 

公务与私家车总保有量 1344465 1523951 1727399 1958006 

公务与私家车新增量 182317 182317 182317 182317 

公务与私家车替代量 6907 8288 19340 24865 

电气化替代新增比例 2.50% 3.00% 7.00% 9.00% 

电动公务与私家车替代新增量 4731 5718 14116 18646 

电动公务与私家车总保有量 9831 15549 29665 48311 

电动公务与私家车占出租车比例% 0.7% 1.0% 1.7% 2.5% 

综 合 上 述 四 类 电 动 汽 车 十 三 五 期 间 新 增 数 量 ， 确 定

2016-2020 年各类电动汽车合计新增量，2017 年，电动汽车新增

量 6414 辆,2018 年，电动汽车新增量 7612 辆。2019 年，电动汽

车新增量 15664 辆。2020 年，电动汽车新增量 20252 辆。规划

至 2020 年合计新增各类电动汽车 49942 辆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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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电动汽车新增量预测（单位：辆） 

分类 2017 2018 2019 2020 合计 

公交车 387 443 498 554 1882 

出租车 526 602 677 753 2558 

物流环卫警

用等专用车 
603 689 775 862 2929 

公务与私人

乘用车 
4730 5707 13952 18184 42573 

总计 6246 7441 15902 20353 49942 

三、充电设施的配置原则  

（一）充电方式分类  

根据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组的技术和使用特性，电动汽车的充

电模式存在一定的差别。对于充电方案的选择，目前普遍存在常

规充电、快速充电和电池组快速更换系统三种模式。 

1.常规充电一般指慢速交流充电，充电方法采用小电流的恒

压或恒流充电，一般充电时间为 4～12 小时。 

2.快速充电又称应急充电，一般特指大电流直流充电，是以

较大电流在电动汽车停车的 20 分钟～2 小时内，为其提供短时

充电服务，一般充电电流为 150～500A。 

3.换电即电池组快速更换系统，又称机械充电，是通过直接

更换电动汽车的电池组来达到为其补充电能的目的，可为续驶里

程长又没能及时充电的客户提供更换蓄电池的服务，对卸载下的

电池采用地面充电系统进行补充，满足车辆技术、经济和运营的

需要。 

（二）充电设施分类  

充电设施主要分充电桩和充换电设施两大类，其中充电桩分



潍坊市“十三五”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规划  

 31 

为直流快充桩、交流慢充桩，分别满足电动汽车快速充电、慢速

充电的不同需求，占地面积小。充换电设施分为仅可充电的充电

站，充电、换电结合的充换电站，仅可换电的换电站，以及换点

网点和电池配送中心等，占地面积较充电桩大，各充电设施名词

解释如下： 

1.直流快充桩：一般配建在社会停车场、路边停车位及办公、

酒店、超市等场所的停车位，满足各类插充式电动汽车停车充电

使用，充电时间较短，约 20 分钟～2 小时。直流快充桩可考虑

采用交直流一体的结构，既可实现直流快速充电，也可以交流慢

速充电。

 

2.交流慢充桩：一般配建在居住小区停车位、社会停车场、

路边停车位及办公、酒店、超市等场所的停车位，满足各类插充

式电动汽车停车充电使用，充电时间较长，约 4～12 小时。



潍坊市“十三五”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规划  

 32 

 

3.充电站：采用整车充电模式为电动汽车提供电能的场所，

分为公交车专用充电站和小型乘用车公用充电站。小型乘用车公

用充电站则需按照车流量大小合理配置站内充电桩数量，要求最

少可满足 4 辆电动车同时快速充电(4 台直流快充桩)。 

4.充换电站：充换电站可为电动汽车同时提供充电与换电服

务，与集中充电中心一致。按目前较为常见的 3kW 充电机来测算，

约 4～5 小时可完成循环充电一次，日工作时间 18-20 小时，日

均循环充电不少于 4 次。 

参考《电动汽车电池更换站设计规范》(Q/GDW487-2010)的

相关内容，本次规划确定每个换电工位配置不少于 200 箱电池的

充架及相应机柜。考虑日循环充电 4 次、车载 4 箱电池情况下，

每换工位可提供 200 辆;次/日的换电池服务。本规划暂按 2 换电

工位充换电站考虑，可提供 400 辆;次/日的换电池服务，远景预

留扩建成 4 换电工位的可能;另外，站点内充电桩至少可满足 4

辆电动车同时快速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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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电池配送中心：电池配送中心提供电池充电、维护、保养、

新能源物流、调度等综合服务，不含换电业务，宜采用独立占地

建设。电池配送中心采用最大输出功率 3kW 充电机对电池箱充

电，约 4～5 小时可完成循环充电一次，日均循环充电 4 次。 

6.换电网点：换电网点为电动汽车提供更换电池服务，不具

备充电功能，其电池主要通过电池配送中心配送，应急状态下可

通过公共充换电站配送。换电网点主要为弥补充换电站服务半径

过大而设置，可结合公用停车场、公建地面一层或其他市政设施

建设。一般配备 2 个换电工位。 

（三）各分类车辆充电模式选择  

不同类型车辆的充换电方式选择与车辆运营方式、日均行驶

里程、单位里程能耗水平、动力电池容量、充电时间需求等多方

面因素息息相关。据了解，目前我省公交电动汽车均采用充电模

式，出租电动汽车充电及换电模式均有。结合目前国内其他地区

的实际运行情况，本规划中对各类型车辆的特点总结并推荐充电

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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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12各类型车辆特点及充电方式选择表 

车型 运行特点及停车场站情况 

推荐主

要充电

方式 

推荐次

要充电

方式 

其他 

公交车 
运行时间多集中在 6:00-21:00，

连续运行，拥有专用公交场站 

夜间 

慢充 

日间 

快充 
换电 

出租车 
昼夜连续运行，拥有专用出租车

服务站 
换电 快充 

停车 

慢充 

环卫、物流、

警用车等 

运行时间简短，拥有专用停车场

站或单位内部停车场 

夜间 

慢充 

日间 

慢充 

快充

补电 

公务车 
运行时间间断，一般停在小企事

业单位内部停车场 
慢充 慢充 

快充

补电 

私人乘用车 
运行时间见间断，夜间一般停在

小区停车场 

夜间 

慢充 

日间 

慢充 

快充

补电 

（四）充电设施配置原则  

据以上车辆特点及考虑的充电模式，设定各类型车辆充电设

施配置原则如下： 

公交车充电设施配置原则：结合公交场站设置公交车专用充

电站。公交车辆日间运行不超过 1/4 的车辆同时快充补电，结合

夜间必须慢充补电的需求。公交车充电站虽可用于小型车充电，

但由于公交车场站的专用性，对城市交通组织要求较高，不具备

公共开放性。具体的公交车充电设施宜结合场站大小、公交车运

营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出租车充电设施配置原则：结合专用出租车服务站、大型停

车场配置充换电站。出租车日均行驶里程约 500～600 公里，运

营时间 20 小时;以每辆电动车续航能力为 200 公里计算，每日平

均换电 3 次。综上，考虑 75 辆出租车配置一个充换电站或换电

网点(以下将出租充换电站、换点网点、电池配送中心统称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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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充换电设施)。充换电站内充电桩可对外开放。 

环卫、物流及公安巡逻充电设施配置原则：结合专用停车场

站或单位内部停车场配置充电桩。根据环卫、物流及公安巡逻车

的运行特点，按车桩比 1：1 配置。 

公务车、私人乘用车充电设施配置原则：结合企事业内部停

车场和小区停车位配置充电桩。公务车、私人乘用车均按车桩比

1：1 配置。 

按照“适当超前”的规划原则，为提高电动汽车使用的便捷

性，满足临时补电的需求，还应补充一定数量的公共充电设施;

为满足电动汽车城际出行的需求，还需配置相应的城际快充站。

配置原则如下： 

公共充电站配置原则：结合交通枢纽、大型文体设施、城市

绿地、公共停车场、大型建筑配建停车场、路边停车位等公共停

车场所建设公共充电站。每 2000 辆电动车配置一座不少于 4 台

直流快充桩的充电站。 

公共分散充电桩配置原则：结合交通枢纽、大型文体设施、

城市绿地、公共停车场、大型建筑配建停车场、路边停车位等公

共停车场所建设公共分散充电桩。公共分散式充电桩数量按不低

于公务车、私人乘用电动汽车总数的 10%配置，原则上建议配置

直流快充桩。对于建设在路内停车泊位上的充电设施，在选点时，

应仔细踏勘，减少对周边交通的影响。 

城际快充站配置原则：每个高速服务区配套建设一座不少于

4 个直流快充桩的城际快充站，国省干线适当配套建设城际快充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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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型车辆充电设施配置均应加大电动汽车检测、维修点的

覆盖范围，在充电站规划时充分考虑电动汽车检测、维修点的配

套建设，以避免电动汽车抛锚等难以移动的突然问题造成交通拥

堵。 

四、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建设规模需求  

在 2018 年之前，充换电设施需求主要集中在潍坊中心城区，

根据潍坊市电动汽车保有量预测结果，结合各类车型电能补给特

点，到 2020 年，随着其他区域逐步发展，规划范围内的青州市、

寿光市、诸城市、高密市、昌邑市、安丘市、临朐县、昌乐县等

地区均有较快发展。潍坊市未来充换电设施需求预测结果如下： 

表4-13 2016-2020年充电站需求预测（单位：座） 

类型 2017 2018 2019 2020 总计 

公交车充换电站 14 13 18 20 66 

出租车充换电站 1 6 12 16 35 

物流环卫警用等专用车充电站 4 5 12 19 40 

城市公共充电站 3 3 12 13 30 

充电站总计 22 27 54 68 171 

表4-14 2016-2020年充电桩需求预测（单位：台） 

类型 2017 2018 2019 2020 总计 

分散式公共充电桩 988 1177 2515 3220 7900 

公务与私人乘用车专用充电桩 4733 5711 13958 18198 42600 

充电桩总计 5712 6888 16473 21418 50500 

 “十三五”期间，潍坊市需要新建公交车充换电站 66 座，

出租车充换电站 35 座，物流环卫等专用车充电站 40 座，城市公

共充电站 30 座，充电站总计 171 座；分散式公共充电桩 7900 台，

公务与私人乘用车专用充电桩 42600 台，充电桩总计 50500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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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指导思想与原则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

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按照“因地制宜、快慢互济、经济合理、适度超前”的原则，围

绕实现充电基础设施与电动汽车协调发展这一主线，加快构建以

用户居住地停车位、单位停车场、公交及出租车场站等配建的专

用充电设施为主体，以公共建筑物停车场、社会公共停车场、临

时停车位等配建的公共充电设施为辅助，以独立占地的城市快充

站、换电站和高速公路服务区、国省道两侧配建的城际快充站为

补充，以充电智能服务平台为支撑的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服务

体系，保障和促进电动汽车产业健康快速发展。 

二、基本原则 

结合潍坊市实际情况，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规划应遵循如

下原则： 

整体谋划、系统推进、适度超前。大力支持充电基础设施发

展，完善相关政策，加强潍坊市充电基础设施发展的顶层设计，

将充电基础设施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从发展全局的高度进行整

体统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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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共赢的系统推进机制，按照“桩站先行”的原则，

适度超前建设，推进充电基础设施科学发展。 

因地制宜、分类实施、经济合理。优先支持大企业、骨干企

业，统筹布局、规划建设充电基础设施。同时，鼓励支持社会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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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基础设施建设，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充电基础设施

建设。根据各地区电动汽车发展阶段和应用特点，紧密结合不同

领域、不同层次的充电需求，遵循“市场主导、快慢互济”的技

术导向，科学把握发展节奏，分类有序实施，加大交通、市政、

电力等公共资源整合力度，合理布局充电基础设施，降低建设成

本，节约土地资源。 

统一标准、规范建设、通用开放。坚持按照国家标准建设充

电基础设施，加快完善充换电标准体系，为“车行天下”提供有

力保障；规范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理顺管理流程，健全管理

机制；提高充电服务的通用性和开放性，充分结合国内主流充电

运营平台，与国内特别是周边城市主流充电网形成平台互通、协

调发展。 

创新思路、市场主导、示范引领。鼓励地方政府与企业发挥

创新主体作用，持续开展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模式创新。加

快完善政策环境，发挥市场主导作用，鼓励引导社会资本参与，

激发市场活力。加强示范推广，为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探索新途径，

积累新经验，鼓励支持当地企业提供相关装备。 

加强领导、协同推动、加快发展。落实地方政府充电基础设

施发展的主体责任，建立由发展改革委牵头，相关主管部门紧密

配合的协同推进机制。加强宣传引导和项目协调，充分调动企业

和社会各方积极性，形成合力，加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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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发展目标  

一、总体目标   

“十三五”期间，潍坊市将按照国家电动汽车发展战略的要

求，完成各类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目标，开展高速公路快充站建

设工作，同时将针对公共事业服务用车、出租车、物流环卫等相

关充换电需求，全面开展充换电设施建设工作。 

（一）积极拓展新能源产业领域。加大公共服务领域新能源

汽车的推广力度，市政、环卫等用车、公交领域等新增公交车应

采用新能源汽车，原则上采购新能源汽车不低于 30%，且逐年提

高比例；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团体组织和国有企业购买或

更新公务用车时，在技术、服务等指标满足采购需要的前提下优

先采购新能源汽车；新增出租车鼓励采购新能源汽车，由专门公

司进行运营，现有出租车企业更新出租车时鼓励采购新能源车

辆；鼓励私人购买使用新能源汽车，鼓励采用租赁方式使用新能

源汽车。制定潍坊市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管理办法，加强对新能

源汽车推广应用的指导和管理。 

（二）建设充换电及配套设施。全面贯彻落实《潍坊市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全市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实施意见》

（潍政办发〔2016〕12 号）文件，按照“因地制宜、快慢互济、

经济合理、适度超前”的原则，以用户居住地停车位、单位停车

场、公交及出租车场站等配建的专用充电设施为主体，以公共建

筑物停车场、社会公共停车场、临时停车位等配建的公共充电设

施为辅助，以独立占地的充电站（包括快充站、换电站）和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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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服务区、国省道两侧配建的城际快充站为补充，加快建设布

局合理、科学高效的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体系，保障和促进电

动汽车产业健康快速发展，形成车桩相随、布局合理、智能高效

的充电基础设施体系。 

（三）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通过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应用，

促进和带动汽车整车及关键零部件、充换电设备等产业发展。突

出抓好新能源乘用车、新能源客车和充换电设施的招商工作，采

取引进、嫁接、出让、入股等多种合作方式，争取具备新能源汽

车生产资质的企业来潍坊市建厂生产新能源汽车；积极发展配套

检测服务，引导国内外有实力的高校、科研单位在潍坊市建设研

发、检测、服务平台，带动潍坊市新能源汽车产业升级发展；认

真抓好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及先进充换电技术研发，促进动力

电池规模化生产。 

（四）做好运行监测和服务保障工作。建立新能源汽车运行

监控系统，健全新能源汽车事故预警信息系统及紧急处置机制，

加强新能源汽车运行的实时跟踪、数据采集、统计分析及故障诊

断；建成覆盖新能源汽车、充换电站等统一规范的智慧化服务网

络，加强车辆及电池性能的实时监测和预警，提高安全防范能力；

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的单位要明确安全责任人，确保运行车辆安

全可靠。 

（五）强化新能源汽车运行服务保障。新能源汽车企业应在

每个推广县（市）和中心城区设立符合要求的固定售后服务站

（点），负责新能源汽车产品的保养维护，定期对在线运行的新

能源汽车进行安全检查和性能测试，确保车辆运行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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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潍坊市中心城市停车场专项规划 2008-2020》，考虑

潍坊市城市停车发展战略，远期城市各类停车设施合理结构为：

路边停车场占 3%，路外社会公共停车场占 12%、其他的停车场（含

住宅小区和单位专用停车场等）占 85%。其中，个人新能源汽车

桩车比不低于 1：1；在商场、医院、社会公共停车场等公共场

所，按比例适当配套建设充电桩。 

2020 年全部建设项目完成后，潍坊全市将形成由 171 座充

换电站、5.05 万台充电桩组成的充换电服务网络， “十三五”

期间充换电设施总体目标如下： 

1.优先建设公交、出租及环卫与物流等公共服务领域充电基

础设施，新增超过 66 座公交车充换电站、35 座出租车充换电站、

40 座环卫物流等专用车充电站。 

2.积极推进公务与私人乘用车用户结合居民区与单位停车

位配建充电桩，新增超过约 4.26 万台用户专用充电桩，以满足

基本充电需求，鼓励有条件的设施对社会公众开放。 

3.合理布局社会停车场所公共充电基础设施，按照适度超前

原则，新增超过 30 座城市公共充电站与 7900 台分散式公共充电

桩，以满足临时充电需要。 

二、分区域目标 

按照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城市要求，城市核心区域平均服务

半径不超过 0.9 公里，2020 年充电设施分区域发展目标如下： 

潍坊城区（含奎文区、潍城区、坊子区、寒亭区、高新开发

区、滨海开发区、综合保税区、峡山开发区、经济开发区）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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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换电站 74 座，占规划范围内全部新增充换电站的 43.27%，新

增充电桩 23500 台，占规划范围内全部新增充电桩的 46.53%；

其余县市区新增充换电站 97 座，占规划范围内全部新增充换电

站的 56.73%，新增充电桩 27000 台，占规划范围内全部新增充

电桩的 53.47%。 

潍坊市各县市区充电基础设施区域分布目标表： 

表6-1 2020年充电设施分区域发展目标 

地区 充换电站（座） 充电桩（台） 

奎文区 12 4800 

潍城区 10 4000 

坊子区 11 3200 

寒亭区 15 3500 

青州市 17 3500 

诸城市 17 4800 

寿光市 14 4800 

安丘市 11 3300 

高密市 12 3200 

昌邑市 12 2600 

临朐县 7 2400 

昌乐县 7 2400 

高新开发区 10 4000 

滨海开发区 9 2400 

综合保税区 0 200 

峡山开发区 5 1000 

经济开发区 2 400 

合计 171 5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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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场所目标 

根据潍坊市总体发展目标，重点开展高速公路、公交、出租、

物流环卫以及城市公司充电设施建设，同时将针对公共停车场

所、重点单位停车场等相关充换电需求，全面开展充换电设施建

设工作 2020 年分场所发展目标如下： 

1.结合公交、出租、环卫与物流等公共服务领域专用停车场

所，适当补充独立占地的充换电站，新建超过 66 座公交车充换

电站，超过 35 座出租车充换电站，超过 40 座环卫与物流等专用

车充电站。

 

2．在居民区，建成超过 3.01 万台用户专用充电桩，包括

5500 台直流充电桩和 24600 台交流充电桩。鼓励有条件的设施

对社会公众开放。 

3．在公共机构、企事业单位、写字楼、工业园区等单位内

部停车场，建成超过 1.5 万台用户专用充电桩，其中直流充电桩

3000 台，交流充电桩 12000 台。鼓励有条件的设施对社会公众

开 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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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交通枢纽、大型文体设施、城市绿地、大型建筑物配

建停车场、路边停车位等城市公共停车场所，建成超过 30 座城

市公共充电站与 600 台分散式直流公共充电桩。

 

5．在全市域范围内布置 2800 台直流充电机、1200 台分箱

充电机和 1300 台交流充电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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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统计信息见下表： 

表6-2 2020年潍坊市充电设施分场所发展目标 

场所 设施种类 设施数量 

公交、出租、物流环卫

等专用停车场所以及

独立占地的充换电站 

公交充换电站 66 

出租车充换电站 35 

物流环卫等专用充电站 40 

直流充电机 2500 

交流充电桩 2000 

城市公共停车场所 

城市公共充电站 30 

直流充电机 600 

重点单位内部停车场 

直流充电桩 3000 

交流充电桩 12900 

居民小区 

直流充电桩 5500 

交流充电桩 24000 

至 2020 年，全市范围内将形成包括公交车充换电站、出租

车充换电站、环卫等专用停车场所以及独立占地的充换电站、城

市公共停车场充电站、居民小区充电设施等上万个充电网点为一

体的立体化电动汽车充电服务设施网络，充换电服务设施基本覆

盖全市范围内各区域，基本满足公交车、出租车、公务车和私家

车等各种充电服务需求，同时实现充电服务一体、智能化、便捷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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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远景展望 

根据中国汽车工程学会节能与新能源技术路线图预测，到

2020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将达 200 万辆，之后将进入高

速增长阶段；到 2025 年将达 800 万辆左右；到 2030 年将达 1500

万辆左右，占汽车总量 40%。 

根据《国家电网智慧车联网生态发展研究报告》，到 2020

年，国网将初步建成电动汽车服务市场，以智慧车联网平台为基

础，依托城市核心区服务半径不超过 1 公里的公共快充网，最大

限度满足用户充电需求;到 2025 年，初步构建充电服务市场，实

现 V2G 电网互动等辅助服务，基于云平台开创智慧车联网生态圈;

到 2030 年，推动建成成熟的充电服务市场，与电动汽车销量占

比、自动驾驶等新兴技术应用相匹配，衍生丰富的增值服务体系，

让未来绿色出行生活更美好。 

根据《山东省城镇体系规划(2011-2030 年)》，潍坊市域人

口未来将突破一千万， 汽车保有量将突破三百一十万辆，电动

汽车占机动车保有量的比例将突破 4%，2030 年潍坊市域将有超

过十二万辆电动汽车。 

2030 年全部建设项目完成后，潍坊全市域将形成约 210 座

充换电站、12 万台充电桩组成的充换电服务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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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重点任务及重大工程  

一、规划布局 

山东省重点新能源汽车推广城市与潍坊市各县市区之间电

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的布局主要依靠已形成的发散状公路网络，

对高速公路、国道、县道等重点区域进行充电基础设施布局，实

现潍坊市与周边县、市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对接。 

综合考虑潍坊市的交通情况及电动汽车耗电情况，结合电动

汽车在剩余电量 20%的情况下的行驶距离和时间，最终形成主城

区充电基础设施服务全覆盖，其中公共充电桩与新能源汽车比例

不小于 1:7，其服务半径不大于 0.9 公里。 

中心城区空间布局按照“点、线、面相结合”的方法并结合

行政事业单位、私人乘用车专用充电设施进行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规划。即结合重要产业园区、大型城市综合体的停车场、大型宾

馆、物流集散点、大型餐饮休闲广场等按照“点”的原则配套建

设直流桩和交流桩，城市主干道、高速公路结合公交场站、加油

加气站（充（换）电站）及高速服务区按照“线”的原则规划筹

建充电设施。 

二、重点工程 

（一）行政事业单位充电基础设施工程  

党政机关、公共机构和企事业单位，结合本单位车改计划以

及职工购买使用电动汽车的实际情况，充分利用内部停车场资

源，优先建设电动汽车专用停车位和充电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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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服务领域充电基础设施工程  

公共服务领域主要在公交枢纽站、中心站和较大型的首末站

及环卫自有场站建设充电基础设施。充分挖掘内部停车场站配建

充电设施的潜力，结合城市公共充电设施，实现内部专用设施与

公共设施的高效互补。 

（三）用户居住地充电基础设施工程  

深入推进新建、已建小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分类解决充电

难问题。对具有固定车位及电源条件的小区，坚持“一车一桩”，

推进自用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对无固定车位、有电源条件的小区，

鼓励充电服务、物业服务、开发商等企业参与充电设施建设运营

管理。对无固定停车位、无电源条件的小区，充分结合城市公共

充电设施，有效缓解充电难问题。 

（四）城市公共领域充电基础设施工程  

城市公共领域充电基础设施在市区中心地段、繁华地段、车

流量大的地段率先建设。优先选择在大型商圈、文体场馆、社会

停车场、大型写字楼、大专院校、医院、旅游景区、汽车 4S 店

等配建的停车场建设公共充电基础设施。积极探索充电站、加油

站和加气站“三站合一”建设，增加充电站布点，节约土地资源。

城市充电设施可结合市内变电站建设统一选址，便于充电设施接

入，减少投资。 

（五）城际快速充电基础设施工程  

围绕服务山东半岛交通一体化，在山东半岛重点城市与潍坊

各县之间骨干公路、重要交通节点进行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布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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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同步构建充电智能服务平台  

大力推进“互联网+充电基础设施”，融合互联网、物联网、

智能交通、大数据等技术，提供电脑、车载终端、智能手机、App 

应用等渠道，同步构建全省统一高效、开放共享的充电智能服务

平台，提升充电服务的智能化水平，促进电动汽车与智能电网间

的能量和信息互动。潍坊市域内公共充电设施需接入统一的充电

智能服务平台，为用户提供全省充电导航、状态查询、充电预约、

费用结算、无卡支付等服务，在保障高效、高质量充电的同时，

为用户提供互动服务与反馈机制，提升用户体验和运营效率，拓

展平台增值业务。 

三、完善充电基础设施服务体系工程  

推进智能服务，支撑更多的充电数据，优化本市公用充电设

施智能服务平台，完善充电过程，拓展平台增值服务，实现用户

自助支付、自助充电，提升运营效率和用户体验。实现用户全自

助式的服务，为用户带来了便捷的同时节省人力成本。 

加大对用户私拉电线、违规用电等行为的查处力度。督促充

电设施运营使用的单位或个人，加强对充电设施及其设置场所的

日常消防安全检查及管理，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在充电过程中，

充电机能够主动识别电动汽车充电过程的异常数据，采用安全冗

余设计，诊断并处理故障和异常，实现电动汽车充电过程的主动

安全防护。 

加快将充电设施配套电网建设与改造纳入配电网专项规划，

加强配套电网的建设与改造，确保电力供应满足充电基础设施运

营要求。完善供电服务，将高压室、变压室、低压室三者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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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先进的电动汽车群智能充电系统，采用集中式管理箱变技术

和模块化结构的方式，功率模块和功率分配模块采用模块化设

计，同时每个充电车位只是放置充电终端，在很大的程度上会加

快工程项目的施工速度。进一步简化审批手续为充电基础设施接

入电网提供便利条件。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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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充电终端发布充电设施统一监控接口

规范、新能源汽车发布车联网数据接口规范，只要是符合监控接

口规范的设备都可以接入到数据采集平台上，实现设备的监控，

同时保证系统的开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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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健全充电接口及通信协议等国家标准推广应用机制，构

建充电接口互操作性检测、充电服务平台间数据交换、充电设施

互联互通综合检测平台。建立充电设施产品准入管理制度，开展

充电设施检测与认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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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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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显著位置提示充电设施使用方法，有

效提高充电设施的使用率。场站标志标牌建设应按照分布合理、

http://data.auto.sina.com.cn/shuyu/254/
http://data.auto.sina.com.cn/shuyu/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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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设置、位置醒目、导视明确、层次清晰等原则，要注意表示

放置的整体性，每个充电站可放置一个（同一企事业单位、小区

住宅等公共场站，如果分为不同期建设应按照区域划分，不再单

独设立）；标识引导与其所示的功能属性、位置、路径方向应是

一一对应关系，不能有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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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等方式，引入社会资本参

与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增加企业合作机会，全面开展城市

充电设施网络的投资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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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物联网、云计算、移动

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打造充电网、车联网、互联网“三网融合”

的服务平台。通过服务平台的搭建，实现设备控制和信息传递、

业务运营和管理监控，构建生态体系中互联互通的大数据平台，

在充电服务的基础上创造新的服务和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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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投资估算及效益分析  

一、投资估算 

（一）各类充电设施测算指标  

1.公交车充电站：100 千瓦直流充电机 20 台，服务 40 车，

配电容量 2500 千伏安，工程造价 1000 万元。 

2.出租车充电站：60 千瓦直流充电机 30 台，服务 60 辆车，

配电容量 2250 千伏安，工程造价 800 万元。 

3.物流、环卫车专业充电站：7 千瓦交流充电桩 50 台、60

千瓦直流充电机 5 台，服务 50 辆车，配电容量 760 千伏安，工

程造价 350 万元。 

4.城市公共充电站：60 千瓦直流充电机 20 台，同时服务 20

辆车，年服务电量 100 万千瓦时，配电容量 1500 千伏安，工程

造价 500 万元。 

5.分散式公共充电桩：按直流快充桩和交流慢充桩按 1:4 的

比例设置；交流慢充桩 7 千瓦，年服务电量 0.3 万千瓦时，配电

容量 7.8 千伏安，设备及工程造价 0.8 万元；直流快充桩 60 千

瓦，年服务电量 1.2 万千瓦时，配电容量 75 千伏安，设备及工

程造价 20 万元。 

6.公务与私人乘用车用户专用充电桩：交流慢充桩 7 千瓦，

按照一车一桩比例配置，配电容量 7.8 千伏安。 

（二）投资估算  

结合电动汽车发展目标分类规划结果，潍坊市各类场所、各

种充电设施逐年投资额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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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1 2016-2020年充换电站设施投资额（万元） 

类型 2017 2018 2019 2020 总计 

公交车充换电站 13000 15000 18000 20000 66000 

出租车充换电站 800 4800 9600 12800 28000 

物流环卫等专用车充电站 1400 1750 4200 6650 14000 

城市公共充电站 1000 1500 6000 6500 15000 

总计 16200 23050 37800 45950 123000 

至 2020 年，电动公交车充换电站累计投资 66000 万元、电

动出租车充换电站累计投资 28000 万元、电动物流环卫等专用车

充换电站累计投资 14000 万元、城市公共充换电站累计投资

15000 万元，规划期内，各类充换电站设施累计投资 12.30 亿元。 

表9-2 2016-2020年充电桩设施投资额（万元） 

类型 2017 2018 2019 2020 总计 

分散式公共充电桩 4584 5461 11670 14941 36656 

公务与私人乘用车专用充电桩 3786 4569 11166 14558 34080 

总计 8371 10030 22836 29499 70736 

至 2020 年，分散式公共充电桩累计投资约 36656 万元，公

务与私人乘用车专用充电桩累计投资 34080 万元，规划期内，各

类充电桩施累计投资约 7.07 亿元。 

表9-3 2016-2020年全部充换电设施投资额（万元） 

类型 2017 2018 2019 2020 总计 

充换电站 16200 23050 37800 45950 123000 

充电桩 8371 10030 22836 29499 70736 

总计 24571 33080 60636 75449 193736 

规划期内，潍坊市充换电设施累计投资额约 19.37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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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效益分析 

（一）产业带动效益分析  

电动汽车的推广应用工作，以推动电动汽车技术和整车制造

业的发展为核心，带动地区相关产业链的形成，将极大促进潍坊

市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从汽车产业发展角度看，

通过电动汽车技术的突破，可以缩短和先进国家的汽车发展距

离，实现汽车工业的跨越式发展。 

通过潍坊市电动汽车推广应用，逐步扩大电动车电池、电机、

电控及整车的生产规模。同时带动引进国内外知名乘用车生产项

目，研发生产具有自主品牌的新能源汽车，提升产业规模效益。 

电动汽车作为机械、冶金、电子、能源、新材料和计算机产

品的集成，同时也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数字技术等多种高新

技术的集成，是典型的高新技术产品，其最终目标是智能化、数

字化和轻量化。在这一实现过程中，与传统汽车相比，其对相关

产业的带动效益将大上几倍，影响更深、更远。 

规划期内，充电设施建设投资额约 19.39 亿元，拉动电动汽

车动力电池产值超过 48.10 亿元，电动汽车产值超过 19 亿元，

随着电动汽车产业链的逐步形成，将极大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

增加地方税收与就业，加快电动汽车行业市场的发展，并给予投

资者良好的回报。 

（二）节能减排效益分析  

从燃油汽车的汽油开采到使用的全过程角度来看，汽车的总

能耗由“石油开采”过程以及“路上排放”这两个过程能耗组成，

电动汽车的总体能耗要显著低于传统燃油汽车，具有显著的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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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在我国当前电源结构下，纯电动乘用车相比同类型汽油车

能够节能约 50%，纯电动公交车相比常规燃油公交车能够节能

30%。 

为充分挖掘电动汽车的间接节能减排潜力，最大化其总体节

能减排潜力，应采取灵活电价机制和智能充电管理手段，使电动

汽车充电负荷曲线根据常规电源与可再生能源的出力进行智能

调整，从而实现整体效率最优。 

电动公交车包括纯电动公交车与插电式混合动力公交车，结

合潍坊实际情况确定两种车型的数量占比，参考比例为 1:1。其

中，纯电动公交车分为充电式与换电式两大类，结合潍坊实际情

况确定两种车型的数量占比为 4:1。 

电动出租车一般为纯电动车，包括充电式与换电式两大类，

结合潍坊实际情况确定两种车型的数量占比为 19:1。 

电动物流车、环卫、警用车等行业专用车为充电式纯电动车。

电动公务与私人乘用车包括纯电动与插电式混合动力两大类，结

合潍坊实际情况确定两种车型的数量占比为 1:1。 

根据 2016-2020 年电动汽车新增充电需求量，本规划实施

后，按电动汽车产销量目标计算，从 2016 年至 2020 年可实现累

计充电电量超过 3.71 亿千瓦时，节约替代燃油超过 11.2 万吨，

切实有效的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将极大促进能源战略转型，大幅

提高能效水平，有效缓解环境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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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保障措施  

一、政策支撑保障 

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网络建设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在电动

汽车充换电服务网络建设过程中可能涉及建设场地规划、立项、

拆迁、道路开挖等，力争各地政府在充换电服务网络建设的土地

申报、审批程序上开通“绿色通道”；将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网

络发展规划纳入城乡建设规划，将充换电服务网络布点、配套道

路建设及供电线路通道在相关控制性详规中予以明确；将电动汽

车充换电服务网络建设用地纳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用地指

标、土地预留、土地征用等方面给予保障。 

按照国家政策要求给予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免，挂牌、

规费减免等优惠扶持政策。以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为契机，以系

统集成创新为纽带，山东省人民政府支持建立山东省新能源汽车

动力与控制工程中心、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和驱动电机研究中心

研发能力建设。积极争取国家对产业园和工程中心建设项目的资

金和政策支持。省市将在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年度计划、重点项

目规划立项、项目用地和配套资金上给予支持。 

按照《山东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管理办法》 

（鲁发改能源〔2016〕1182 号）文件精神，在政策支持中，按

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要求，对符合规划的充电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减少行政审批环节，加快办理速度，并在财税政

策、用电价格、土地保障、规划建设等方面给予支持，鼓励积极

利用现有场地建设充电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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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全市新能源汽车工作协调常态机制和联席会议制度，成

立全市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工作组，建立常态工作和联席会议机

制，定期召开会议，协调推进全市充换电产业发展，努力推动出

台资金补贴、税收优惠等相关扶持政策，逐步扩大电动汽车在城

市公交、出租、城际交通和家用车辆等领域的应用。 

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网络的建设和运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

工程，必须由政府部门、企业、科研机构、车辆运营应用单位等

联合起来，协调运作，才能有序并高效地完成“十三五”的规划

任务，达到规划目标。 

（一）对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给予规划导向支持  

1.加强发展规划引导。坚持规划先行、统筹考虑、科学推进，

按照因地制宜、快慢互济、经济合理的总体要求，结合潍坊市发

展实际，编制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专项规划，科学确定建设规

模和空间布局。 

2.落实规划设计标准。按照省要求，落实潍坊市各类建筑物

配建的停车场及社会公共停车场等充电设施建设规划设计标准

和要求。 

3.落实规划实施配套方案。按照省要求，落实潍坊市市域范

围内市属开发区、各县市区要制定规划落实配套实施方案，加快

充电基础设施规划推进。 

（二）对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给予审批支持  

1.简化项目审批程序。按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

的要求，简化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审批程序。对独立占地的充

电基础设施，按照属地原则由发展改革部门实行分级备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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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办法参照国家、省和市基本建设项目登记备案有关规定执

行。对非独立占地的充电基础设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

企业应当取得设施所在场地使用权人的同意，并向当地电网企业

报装。对私人用户居住地充电基础设施，推广使用全国统一的建

设管理示范文本； 

2.简化建设规划手续。落实国家、省简化充电基础设施审批

环节的要求，个人在自有停车库、停车位，各居住区、单位在既

有停车位安装充电设施，不新增建筑面积的，无需办理建设用地

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建设城市公共

停车场及高速公路服务区时，无需为同步建设充电桩群等充电基

础设施单独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新建独立占

地的集中式充换电站应符合城市规划，按规定办理建设用地规划

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 

（三）对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给予财政支持  

1.落实国家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财政奖励政策，积极争取中央

基建投资资金以及相关产业专项建设基金，对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运营、改造升级、充换电服务网络运营监控系统建设等给予支持。 

2.研究出台市级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支持政策。 

3.各县（市、区）要结合本地实际研究制定相关财政支持政

策，合力推动充电基础设施发展。 

（四）对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给予用电支持  

1.提高配套电网保障能力。电网企业要结合全市城乡配电网

建设规划和充电基础设施发展规划，制定专项工作方案，加快推

进充电基础设施配套电网建设改造，确保充电基础设施无障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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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满足充电基础设施运营需求。研究出台充电基础设施接网具

体规定，开辟绿色通道，优化流程，限时办结，为充电基础设施

接入电网提供便利条件。各县市区、市属各开发区要将充电基础

设施配套电网建设改造项目纳入当地配电网专项规划，并与其他

相关规划协调，在用地保障、廊道通行方面给予支持。 

2.完善价格支持政策。对向电网企业直接报装接电的经营性

集中式充换电基础设施用电，执行大工业用电价格，2020 年前，

暂免收基本电费。其他充电基础设施按其所在场所执行分类目录

电价。其中，居民家庭住宅、居民住宅小区、执行居民电价的非

居民用户中设置的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执行居民用电价格中的合

表用户电价；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公共停车场中设置的

充电基础设施用电执行“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类用电价格。电动

汽车充换电基础设施用电执行峰谷分时电价政策。鼓励电动汽车

在电力系统用电低谷时段充电，提高电力系统利用效率，降低充

电成本。 

2020 年前，服务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电动公交汽车电

费及充电服务成本不高于汽车燃油成本的 70%，电动乘用汽车电

费及充电服务成本不高于汽车燃油成本的 50%，并根据燃油（气）

价格变动情况适时调整；充电服务费标准上限由设区市级人民政

府价格主管部门制定并调整。 

（五）对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给予用地支持  

1.各级人民政府要根据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用地需求，年

度土地供应计划应优先安排充电基础设施项目用地，切实保障项

目落地。对于独立占地的集中式充换电站用地，纳入公用设施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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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网点用地范围，按照加油加气站用地供应模式，优先安排土地

供应。 

2.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用地可采取配建方式供地；在供应其他

相关建设项目用地时，将配建要求纳入开发项目建设条件意见书

和规划条件;允许土地使用权取得人与其他市场主体合作，按要

求投资建设运营充电基础设施；鼓励充电基础设施依法取得地役

权进行建设。 

3.鼓励在已有各类建筑物配建停车场、公交场站、社会公共

停车场、高速公路服务区等场所配建及扩建充电基础设施，相关

场所业主单位应保证必要的用地，并给予租金减免等支持，地方

政府应协调有关单位在用地方面予以支持。 

（六）对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各部门管理要求  

明确安全管理要求。各地要建立充电基础设施安全管理体

系，完善有关制度和标准，加大对用户私拉电线、违规用电、不

规范建设施工等行为的查处力度。公安部门要研究出台加强充电

基础设施场所消防安全管理的相关意见，明确防火安全要求；依

法依规对充电基础设施设置场所实施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以

及备案抽查，并加强消防监督检查。行业主管部门要督促充电基

础设施运营使用的单位或个人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加强对充电

基础设施及其设置场所的日常消防安全检查及管理，及时消除安

全隐患。 

按照《山东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管理办法》 

（鲁发改能源〔2016〕1182 号）文件精神，在政策支持中，部

门和单位职责中市、县（市、区）政府承担统筹推进电动汽车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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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基础设施发展的主体责任，要统筹规划，分级负责，合力推进，

切实抓好落实。省直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按照工作分工，认真做好

全省发展规划制定、政策落实、综合协调、工作督导以及本部门

（系统）推广应用等工作，确保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各级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高度重视，切实履行职责，扎实推

进重点领域、重点区域和重点项目建设，逐步完善充电基础设施

建设服务体系。 

1.市、县（市、区）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内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推进工作，建立工作机制、明确相应职责，协调处理充电基础设

施建设过程中的有关问题。 

2. 发改部门负责编制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规划，将充电

基础设施配套电网建设与改造项目纳入当地配电网专项规划，对

独立占地的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行备案管理。 

3. 经信部门负责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与充电基础设

施建设形成良性互动。 

4. 住建（规划）部门负责将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城乡各

类法定规划；制定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规划设计标准和要求；完善

停车场、建筑物配建停车位充电基础设施配建标准，并将充电基

础设施建设或安装条件预留情况纳入相关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及施工图审核流程；配合推进住宅小区、公共建筑物和社会公共

停车场以及环卫等相关领域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5.国土部门负责充电基础设施用地保障工作。 

6.交通部门负责牵头推进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等相关领

域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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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机关事务管理部门负责牵头推进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

其他公共机构停车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8.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负责推进国有企业单位停车场充电基

础设施建设。 

9.物价部门负责贯彻落实国家、省有关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

施用电价格政策，对充电基础设施服务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 

10. 市、县（市、区）物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协调辖区物业

服务企业，配合业主或其委托的建设单位，及时提供相关图纸资

料，积极配合并协助现场勘查、施工，支持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相

关工作。 

11. 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社区居委会要加强对

业主委员会的监督和指导，引导业主支持充电基础设施及配套供

电设施建设改造。 

12. 电网部门负责保障充电基础设施配套电网接入和配套

电网的安全运营工作，对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数据进行统计。 

13. 财政、金融部门负责贯彻落实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财政、

金融支持政策。 

14. 科技、公安、环保、国资、质监、安监、能源监管等各

相关部门和单位按照各自职责分工，协同做好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工作。 

二、资金投入保障 

在进行充换电服务网络规划时做好相应配电网改造，深入开

展谐波影响分析和监测，完善有源滤波装置，提升配网供电能力，

满足充换电服务网络用电需求。与当地政府、汽车制造企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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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电池制造企业和充电设施制造企业紧密结合，在充换电模式、

充换电网络建设、运行模式、接口标准等方面实现一致。 

鉴于目前节能与新能源汽车较传统燃油汽车购车成本仍然

较高，对于示范推广的纯电动公交车、公务车、环卫车，由潍坊

市政府筹集资金采购。此外，潍坊市域范围内各级政府将继续对

新能源公交车购置补助和支持新能源汽车重大课题研究、技术研

发、产品设计及国产化技术改造等方向进行投入，引导企业加大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研发力度。对产品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一定规模和产业化能力的新能源汽车及关

键零部件企业给予重点支持。 

拓宽多元融资渠道。鼓励和支持具备条件的充电基础设施企

业和设备厂商到境内外交易所上市，或到“新三板”、省内区域

性股权交易市场挂牌融资。积极推广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等方式，通过特许经营、投资补贴、贷款贴息等形式，

吸引社会资本建设、运营充电基础设施。鼓励利用社会资本设立

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专项基金，探索发行充电基础设施企业债券。 

三、技术保障 

（一）研发阶段 

加快推进充电标准化。贯彻落实充电接口及通信协议等国家

标准推广应用机制，构建充电接口互操作性检测、充电服务平台

间数据交换、充电设施互联互通综合检测平台。落实充电设施产

品准入管理制度，开展充电设施检测与认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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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电动汽车充电系

统检定装置，完善充电基础设施计费、结算等运营服务管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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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家标准在全市充电基础设施设置统一的道路交通标志。 

强化技术研发支撑。加大对充电基础设施关键技术研发的支

持力度，积极搭建研发、检测等公共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充分发

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加大新型充换电技术及装备研发投入和攻

关力度，力争突破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提高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和

核心竞争力。强化创新联盟建设，引导和组织市内高校、科研机

构和企业加强产学研结合，进一步整合优势资源，组织联合攻关，

完善研发、生产、示范运行机制，形成推进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

产业发展的整体优势。 

（二）建设阶段  

在进行充换电服务网络规划时电力企业应做好相应配电网

改造，深入开展谐波影响分析和监测，完善有源滤波装置，提升

配网供电能力，满足充换电服务网络用电需求。电动汽车充换电

服务网络接入电网，将有利于减少电网峰谷差，但是将在谐波、

冲击电压等方面对电网电能质量产生不良影响，因此接入电网时

应选择短路容量较大的接入点，且应校核接入电网后电能质量是

否满足国标要求。从电网角度看，“十三五”期间的充换电服务

网络接入电网从供电能力与供电可靠性角度看是可行的，按本规

划拟定的充换电服务网络建设方案，可满足电动汽车充电要求。 

（三）运营阶段  

加强对充换电服务网络的运行维护管理，建立完善的管理制

度，认真做好运行维护、安全管理和应急处置等工作，确保充换

电服务网络的安全运行。配合政府在公交、环卫、出租等行业率

先应用纯电动汽车，加强引导示范作用，促进电动汽车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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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充电场所及周围环境的管理。动力电池充放电工作效

率受充电场所及环境条件的影响，尤其是受环境温度的影响。在

常温下，电池充电接受能力较强，随着环境温度的降低，其充电

接受能力逐渐降低。低温时电池放电效率降低，在同样的运行机

制和行驶里程下，车辆能耗高、电池放电深度大。同样，在低温

下动力电池充电效率也降低。因此，需要加强对充电场所及周围

环境的管理，特别是温度的控制，保证其环境温度有利于电池充

电要求。 

大量的充电设备会给电网带来相当的谐波污染，电力企业应

组织专门的技术力量来解决采用何种技术手段来监测、控制供电

质量来防止谐波污染，适时调整有关技术标准和规程，制订出应

对措施。 

加快推进“互联网+充电基础设施+运营管理”建设，融合移

动互联网、物联网、智能交通、大数据等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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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电动汽车用户服务平台，围绕用

户需求，提供充电导航、状态查询、充电预约、费用结算等服务，

拓展平台增值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