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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几年
我省新能源汽车咋推广？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段伟朵

各地新增出租车、公交车、市政环卫用车全部使用新能源汽车，新能源共享汽车在共享停车位停放免收停

车费，新建公共停车场新能源汽车共享专用停车位占比不低于20%……6月 10日，省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印

发<河南省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若干政策>的通知》，未来几年，我省新能源汽车这样推广。

积极培育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市场，要先从公共
运输着手。目前，我省不少城市已经开始使用新能源
公交车，未来，更多的燃油公交、出租车等，将被新能源
汽车替代。

政策明确：各地新增出租车全部使用新能源汽车；
加速推进城市公交、城际公交、市政环卫等公共领域运
输作业车辆新能源化，各地新增公交车、市政环卫用车
全部使用新能源汽车。上述两大类车辆达不到国家和
我省规定排放标准的在用燃油汽车，国家及省大气污
染防治重点城市要在 3年内、其他城市要在 5年内完
成更新工作。

政策鼓励党政机关及公共机构带头使用新能源汽
车。国家及省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城市新增、更新公务
车辆原则上全部为新能源汽车，其他城市新增、更新公
务车辆新能源汽车占比不低于 50%。将购买新能源
汽车作为公务、执法执勤用车情况，纳入公共机构节能
减排考核指标体系。

此外，通过在城市物流领域推行新能源汽车分拨
配送、扩大氢燃料电池汽车市场应用范围、优化新能源
汽车市场供给等政策，积极培育新能源汽车应用市场。

＼市场＼

各地新增出租车、公交车、市政
环卫用车全部使用新能源汽车

为了营造新能源汽车使用的良好环境，我省给予
新能源汽车车主各种优惠政策。

未来，我省将实行新能源汽车停车、充电费用优
惠。新能源共享汽车在共享停车位停放免收停车费。
新能源汽车停车费在所在区域收费标准基础上减半，每
日20时至次日8时在市政道路的路内停车位停放免收
停车费。鼓励各地对新能源汽车充电给予电价补贴。

实行新能源汽车充电接网和电价优惠。对电动汽
车充换电设施执行国家扶持性电价政策。2020年年
底前对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费实行政府指导价，2025
年年底前对电动汽车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
（容量）电费。

此外，实施新能源汽车城区优先通行政策。省辖
市政府自主划定城市道路通行核心区域，通过调整核
心区域内燃油汽车停车费等办法限制燃油汽车进入。
对新能源汽车实行差别化交通管理措施，完善新能源
汽车道路通行分类管理制度，升级改造道路交通监控
设备，为新能源汽车道路通行提供便利。

＼利好＼

新能源汽车实行停车优惠

新能源汽车想要更加普及，基础设施建设必须更
加完善。为此，省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实施新能源汽车配套设施建设奖励。对新能源汽
车充电站、燃料电池加氢站、总装机功率600千瓦以上
或集中建设20个以上充电桩的公共用途充电桩群，省
财政按照主要设备投资总额的30%给予奖励。

鼓励党政机关及公共机构带头建设充电设施。出
台奖惩措施，强力推进党政机关、公共机构和企事业单
位内部停车场改造建设，新能源汽车专用停车位占停
车位总数比例不低于15%。

推进新能源汽车公共停车设施建设。新建公共停
车场应全部具备充电设施安装条件（预埋电力管线和
预留电力容量）。现有停车场实施改造的，建成充电设
施的停车位占停车位总数比例不低于 10%。新建公
共停车场、道路公共停车位，新能源汽车共享专用停车
位占比不低于 20%。对燃油汽车私自占用新能源共
享车位的行为要依法进行处罚。

＼基建＼

新建公共停车场新能源汽车
共享专用停车位占比不低于20%

未来的小区，新能源汽车占据怎样的位置？
政策规定，要加快住宅小区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

建设与改造。全省新建住宅配建停车位必须100%建
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各级住房城乡建设
部门要将相关标准、要求纳入建筑设计、验收规范。

老旧住宅小区配建停车位实施改造的，具备充电
设施安装条件的停车位占比不低于 10%。规范居民
小区充电设施消防安全条件，小区物业管理机构对达
到消防安全条件的充电设施项目应积极配合，按照有
关规定办理安装手续。已有停车位的业主申请安装充
电设施的，物业管理机构应提供安装便利条件，对符合
消防安全条件的及时出具安装意见，不得收取需量（容
量）电费。

＼小区＼

新建住宅停车位必须100%建设
充电设施或预留建设

此外，支持新能源汽车运营新模式。鼓励经省级
主管部门认定的新能源共享汽车平台在全省范围内开
展营运业务。支持省内汽车生产企业开展新能源汽车
网约出租、物流、市政环卫服务等业务，积极探索新能
源汽车运营新模式。鼓励各地制定出台新能源汽车运
营支持政策，引导党政机关、公共机构重大会议和公务
活动租用新能源汽车。

鼓励新能源汽车应用融资新模式。统筹现有产业
发展类基金，引导金融机构、民间资本采取股权投资等
方式参与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设施建设等重大项
目。支持各省辖市设立专项资（基）金，推动新能源汽
车推广应用模式创新等工作。③4

＼创新＼

鼓励新能源共享汽车
开展营运业务

据新华社北京 6月 6日电 积极推进 5G 手机商
业应用，大幅降低新能源汽车成本，严禁各地出台新
的汽车限购规定，各地不得对新能源汽车实行限行、
限购……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三部门 6日发布一系列
鼓励消费政策，推动汽车、家电、消费电子产品等重
点消费品更新升级。

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商务部近日印发的
《推动重点消费品更新升级畅通资源循环利用实施方
案（2019—2020年）》。方案强调，各地不得对新能源
汽车实行限行、限购，已实行的应当取消。鼓励地方对
无车家庭购置首辆家用新能源汽车给予支持。鼓励有
条件的地方在停车费等方面给予新能源汽车优惠，探索
设立零排放区试点。

方案明确，巩固产业升级势头，不断优化市场供
给，加快提升新能源汽车竞争优势，创新发展智能汽
车；着力推动绿色智能家电创新，积极推进 5G手机商
业应用。增强市场消费活力，积极推动更新消费，着力
破除限制汽车消费的市场壁垒，加快老旧汽车淘汰和
城市公共领域用车更新，积极推动农村车辆消费升级；
深入开展家电和消费电子更新换代。

三部门出台政策

不得对新能源汽车限行限购

＼相关链接＼6月 10日，省政府办
公厅发布《关于印发<河
南省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
应用若干政策>的通知》

【新增规定】
●各地新增出租车、公交车、市政环卫用
车全部使用新能源汽车
●鼓励党政机关及公共机构带头使用新
能源汽车

【停车优惠】
●在共享停车位停放免收停车费
●在所在区域停车收费标准基础上减
半，每日 20时至次日 8时在市政道路
的路内停车位免收停车费

【车位改造】
●现有停车场实施改造的，建成充电设
施的停车位占比不低于10%
●新建公共停车场、道路公共停车位，新
能源汽车共享专用停车位占比不低于
20%
●燃油汽车私自占用新能源共享车位要
依法进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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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后假期生活怎么过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红梅 实习生 张巧娟

舆情暖焦点

男童家庭突遇变故 辅警暖心照顾5年

融媒工作室 出品

新闻事件：河南南阳，小翔患有精神疾病的母亲将他的父
亲杀害，之后获罪服刑。辅警赵松林从那时起开始照顾小翔
的生活，至今已有 5年。小翔到了入学年龄，近日，赵松林帮
小翔找到一所学校，陪伴他成长。

男童头卡防盗窗 邻居用手托举半小时

新闻事件：6月 4日，河南新乡辉县市一 4岁男童从窗户
爬出，结果头被卡在防盗网，身体悬在窗外。邻居发现后，立
马找来扶梯，用手托举男孩近半小时，为救援赢取了宝贵时
间。经消防员努力，男童最终被顺利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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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相关报道。此后，网易新闻、澎
湃新闻、新浪新闻等多家媒体转发相
关报道。截至6月 10日 18时，视频
播放量达到375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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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网谈

□河南报业全媒体
记者 刘杨

2019年高考
已落下帷幕，挥
别紧张忙碌的苦
读生活，考生们即
将踏上人生的新征
程 。 面 对 突 然 的 放
松，他们有什么样的计
划？专家又有什么样的建
议？

看他们“满满当当”的假期安排

高考结束没多久，郑州二中高三毕业生杨舒悦将自己的
假期生活规划得“满满当当”。

杨舒悦说，刚开始一时不知道该干啥，后来就做了一个
“打卡表”，去游乐园、学乐器、下围棋……一共 30多条，计划
每天打卡一两个。

“假期就想好好放松一下，健健身，跟朋友出去玩玩。”河
南省襄城高中高三毕业生耿铭涵告诉记者，高考结束后她先
睡了两天，放松下来突然觉得很不实在，反而想再回学校。

洛阳一高的高三毕业生何心怡是一名体育特长生，她的
假期规划也有些特别。“我从小就开始练体育，基本没有放过
长假，这个假期前半段就好好嗨一下，后半段还要恢复训练。”

愿重新出发，不负青春

网友@法山叔：读大学，就是一个找自己的过程，找到自

己的热爱。找到了，便是成功，加油吧！

网友@星河QAQ：希望这些年轻人，不要轻易把好不容

易绷紧的这根弦松得太开。大学四年，没有人在你身边鞭策，

你能为你的前程积攒多少本钱，全靠自觉。那些你独自努力

的时光，会让你变成闪闪发光的人。

网友@坐标：从来不是让你把一次考试当成人生成败的

赌注，只是想让你在年轻的时候体会一次全力以赴。

合理规划，实现更大的人生价值

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刘英基表示，
高考后的暑假，既是 12年苦读生涯的终结，又是人生新篇章
的启程，科学合理的特殊暑假规划对考生而言非常必要，对实
现更有价值的理想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

“要抛弃稀里糊涂、漫无目的的度假思想，做好合理的暑
假规划。”刘英基认为，要通过科学合理的暑假规划，如在暑假
学习“软件编程”“口语交流”或者“汽车驾驶”等技能，培养适
应新的学习、工作要求的良好习惯，缩短大学生活的适应周
期；同时，暑假期间可以规划参加必要的社会实践，有助于更
好地认识社会、洞察社会。③4

图为：6月8日下午，高考英语结束后一位考生飞奔出考
场。②49 贺志泉 摄

车被剐蹭不要赔偿 因对方父亲身患重病

新闻事件：河南焦作，王女士在自己车上看到一张纸条，
原来是一女士开车门时不慎撞到自己的车。事后王女士得
知对方父亲身患重病住院，想到对方如此困难还讲诚信，王
女士不仅不要赔偿，还在朋友圈转发为其筹款。

6月 2日 18时 10分，梨视频首发
相关报道。此后，人民网、央视网、大
河报等多家媒体转发相关报道。截
至6月 10日 18时，视频播放量达到
335万次。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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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隆新能源洛阳产业园首批新能源车辆
整车下线。本报资料图片

大河国际车展上，各种新能源汽车受消费
者热捧。本报资料图片

＼停车费用减半＼鼓励充电给予电价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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