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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印发新能源汽车发展方案

2025年我省各类充电桩将超 15 万个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冯子雍 文 耿子腾 摄影
到 2025 年，全省新能源汽车年产量超过 30 万辆；除应急车辆外，全省公交车、巡游出租车和城市建成区
的载货汽车、市政环卫车辆基本使用新能源汽车；全省建成集中式充换电站 2000 座以上、各类充电桩 15 万个
以上……11 月 25 日，大河报记者获悉，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于近日印发《河南省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实施方案》，进一步加快河南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我省系统治理
贾鲁河 302公里河道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刘瑞朝

郑州一商场地下停车场的充电车位

到 2025 年，全省新能源汽
车年产量或将超过 30 万辆
上述方案明确，到 2025 年，
全省将实现产业规模较快扩大、
关键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公共领
域实现绿色交通、基础设施保障
明显强化等目标。
其 中 ，产 业 规 模 方 面 ，到
2025 年，河南全省新能源汽车
年产量超过 30 万辆，力争达到
50 万辆，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运
营总量力争突破 1 万辆，建成千
亿级郑开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
关键技术方面，到 2025 年，
动力电池与管理系统、燃料电
池、驱动电机与电力电子等关键
零部件研发制造取得重大进展；
智能网联汽车实现规模化生产，
在限定区域和特定场景实现商
业化应用。
公共领域方面，到 2025 年，
除应急车辆外，全省公交车、巡
游出租车和城市建成区的载货
汽车（含渣土运输车、水泥罐车、
物流车，下同）、邮政用车、市政
环卫车辆、网约出租车基本使用
新能源汽车，重型载货车辆、工
程车辆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明显
提升。
基础设施方面，到 2025 年，
充换电设施规模、运营质量和服
务便利性显著提升，全省建成集
中式充换电站 2000 座以上、各
类充电桩 15 万个以上。
建成并投
入使用各类加氢站 100 座以上，
实现重点应用区域全覆盖。

“头雁”企业重点技术改造项目最高补助 2000 万元
在实现产业规模较快扩大方
面，河南将以郑开汽车产业带为
核 心 ，以 洛 阳、安 阳、焦 作、三 门
峡、商丘、许昌等地为支撑，巩固
电动客车市场优势，大力发展新
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加快布局燃
料电池汽车、智能网联汽车产业，
形成
“一带多点”
发展格局。
具体措施包括：鼓励上汽郑
州分公司、广州风神郑州分公司、
奇瑞河南有限公司等企业积极导
入新能源车型，并给予有关政策
支持，打造千亿级郑开新能源汽
车产业集群。此外，还将对投资 30
亿元以上的整车生产项目和 10 亿
元以上的零部件生产项目，按照
“一事一议”原则给予支持。
在实现关键技术取得重大突
破方面，全省还将围绕动力电池、
电机电控、智能网联等核心部件，
鼓励重点企业、科研院所、高校等
联合攻关，提升新能源汽车核心
部件配套能力。此外，河南还将加

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等。包括鼓
励企业承担氢燃料电池汽车领域
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根据项目合
同实施进展、绩效情况等，对每个
项目最高奖励 60 万元，每个单位
最高奖励 500 万元。对符合条件的
氢能领域技术创新企业，按照企
业年度研发费用一定比例给予最
高 400 万元的后补助。
上述方案还明确，对新获批
建设的氢燃料电池汽车及相关产
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创
新中心、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重
大科技创新平台，给予一次性 500
万元的补助。企业新建或升级新
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云控数据平
台，对技术改造示范项目的设备、
研发投入，按照不超过实际投入
的 30%给予后补助，最高不超过
1000 万元。对“头雁”企业实施的
重点技术改造项目，单一项目最
高补助金额上限由 1000 万元提
高到 2000 万元。

新能源汽车充电难问题，将迎一系列解决方案
记者了解到，目前，不少居民
小区安装充电桩仍是一件麻烦事，
新能源汽车如何充电，
是困扰不少
车主的问题，
也是市民不敢购买新
能源汽车的原因之一。对此，上述
方案也给出了相应的措施。
为解决这一问题，具体举措
方面，上述方案明确，包括鼓励企
业研发生产智能充电、换电设备，
提高设备的安全性和兼容性，提
升市场占有率。同时加快构建服
务全省的公共智能充电服务网
络，推动与车联网平台互联互通，
形成车桩互联的智能服务网络，
支持郑州市创建国家充换电示范

城市，
探索建立充换电服务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方案将
支持商丘市探索“车电分离、押金
租 用、计 量 收 费、可 充 可 换 可 升
级”的城市“电池银行”服务新模
式，或将为新能源汽车充电开辟
新局面。
此外，
全省还将重点推进居民
区自用充电桩及公共机构、企业、
产业园区、景区停车场、专用停车
场充换电设施建设，
推进公共领域
停车场集中式充换电设施建设，
有
序推进农村充换电设施建设等，
为
社会公众车辆提供充换电服务的
经营性充换电基础设施。

本报讯 11 月 25 日上午，贾
鲁河上，
风清气爽，
全省重点水利
项目暨贾鲁河综合治理工程集中
开工动员会召开。贾鲁河综合治
理，涉及河道 302 公里，将实现
50 年一遇洪水不淹县城、100 年
一遇洪水不淹郑州的目标。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处众人
之所恶，故几于道也。”水是生命
之源，生态之基，生产之要。此次
全省重点水利项目集中开工，是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构建兴
利除害现代水网”
的重大举措，
体
现省委省政府坚持“项目为王”、
深化“四水同治”、推进“五水综
改”
的鲜导向。
记者了解到，
“十四五”
期间，
河南省将计划实施五个水利专项
工程，分别是病险水库水闸除险
加固、卫河（共产主义渠）和贾鲁
河系统治理工程、南水北调中线
防洪影响后续工程建设、中小河
流及重要支流治理等建设项目，
可全面恢复工程防洪能力。
25 日启动的贾鲁河综合治
理工程，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工
程。河南省水利厅厅长在接受大
河报记者采访时曾表示，首先要
在贾鲁河上游对水库进行除险加
固，保障城市及重要基础设施安
全；
其次是通过建设调蓄、行蓄洪
工程，疏浚河道、加高培厚堤防，
提高贾鲁河河道的防洪标准。
那么，
贾鲁河综合治理工程，
究竟该怎么建？河南贾鲁河环境
综合治理有限公司相关人士说，
将高标准建设河道综合治理样板
工程。贾鲁河综合治理总投资 74
亿元，
以实现 20 年一遇洪水不淹
村镇、50 年一遇洪水不淹县城、
100 年一遇洪水不淹郑州为目
标，
系统治理河道 302 公里，
通过
建设河畅水清的水域蓝线、岸绿
景美的生态绿线、堤固路通的生
命保障线，打造水安全水生态水
环境综合治理的示范河道、样板
工程。
河南省水利厅相关负责人介
绍，
明年汛前，
河南要确保全面完
成水毁工程修复任务。为了尽快
恢复因灾受损的防洪体系，河南
谋划了水库、水闸、蓄滞洪区、农
村供水等 12 类水毁修复工程，
总
投资 71 亿元。目前正在按照“特
事特办”的原则，启用极简程序，
优化施工组织，扎实推进工程建
设，
确保明年安全度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