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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規 〔2015〕 199号

住房城多建没部美子加張城市屯劫汽奪

充屯没施規tlJ建没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4i_房 城多建没斤,北京市規裁1委 員会,天津市机表|

局,上海市規刻わ国上資源管理局,重仄市規刻局,新覆生声建

没兵困建浚局 :

力仝面貫御落実 《国券院亦/Ak斤 美子か快新能源汽車推片

泣用的指早意几》(国 亦友 〔2014〕 35号 )、 《国券院亦公斤夫千

か快屯功汽率充屯基袖浚施建没的指早意几》 (国 亦友 〔2015〕

73号 ),か快推辻城市屯功汽率充屯基拙没施規刻建没,促辻屯

功汽キ推片泣用,現ミ舛女口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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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充分汰惧加快推遊屯劫汽車充屯基拙没施期剣建没的重

要意文

屯功汽キ充屯基柚没施 (以 下筒称充屯浚施)包 括充屯粧、

充屯輩、換屯堵等,足新型的城市基拙没施,足推片反用屯劫汽

率的基本保障。か快充屯没施規え1建没,是落央国家新能源汽率

声並友晨哉略的客規需要,足 完善城市基袖没施、ガ便居民生

活、促邊城市低抜友晨的重要挙措。近年末 ,我 国屯功汽車推片

反用取得了初歩咸残,仁充屯浚施建浚用地米弦、地址准、建浚

准、恙量不足等同趣日益突出。当前,我 国屯功汽率已盗辻入快

速推片泣用 lll期 ,至12020年 ,全 国屯功汽率保有量洛起辻 500

万柄 ,充 屯没施汗重不足与屯功汽車快速増K的 矛盾杵班一歩か

居1,か 快充屯没施規裁1建没已成力十分重要面米迫的任券。

二、明碗重点任努和工作目林

全面貫御国家新能源汽車友晨哉略和充屯没施建悛要求,か

張和茨逃城市机刻工作,接 照 “慢充々快充結合、公用々寺用

結合、近期々近期結合"原 ス1,孤 漿制定或完善相夫規裁1,及

叶格屯功汽牟充屯浚施作力城市重要基袖浚施熱入城市規刻,大

力推逃充屯浚施建浚,推功形成以使用者居住地基本充屯没施カ

主体 ,以 城市公共建筑配建停キ笏、社会公共停率笏、路内皓IIt

停率位附建的公共充屯浚施力捕助,以 集中式充、換屯堵カネト

充,布局合理、近度lll前 、率粧相随、智能高残的充屯浚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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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原只1上 ,毎柄屯劫汽キ要有一企基本充屯率位 ,毎企公共建

筑配建停率場、社会公共停率場具有充屯浚施的停率位不少千′き

率位的 10%,毎 20CICl揃 屯功汽率至少配套建浚一座快速充換屯

輩,満足不同頷域、不同晨次屯功汽率充屯需求,支持和促逃屯

功汽率推片泣用。

三、加大充屯没施規則建没力度

(― )坑寿lllえ規力l,合理布乃えt没施。

生奴端制各炎城市規火1反 仝面落共和完善充屯没施規表1要

求。城市′き体規え1反 者推片泣用屯功汽率作力推功緑色交逍友晨

的具体措施。城市妹合交逍体系規裁1泣 明碗充屯没施建没 曰林
～

重点建浚区域。城市停率規裁1皮 規定各炎停車場 (楼 )建浚安

装充屯没施的比711和 要求。大城市、特大城市泣結合城市友晨共

体需要瑞制充屯基袖没施寺項規表1,科学碗定充屯没施建没規模

和杢同布局。在控tll性 洋如机え1中 ,泣注重落共妹合交逍体系規

刻、城市停率規え|、 充屯基袖浚施寺項規表1等 相美規 1々要 求,明

碗需独立占地的屯功汽キ充、換屯靖用地布局。

(二 )芦格新戎新区わ新走居住 (小 )区規力1林 准,勿矢落

矢九t没施建没姜ネ。

自2016年 起 ,城 多規火1主 管部日提出的新建居住 (小 )区

わ大型公共建筑的机火1条件,核友相夫建没工程規衆14可江吋 ,

外須芦格執行新建停キ場配建充屯悛施的比例要求,新建住宅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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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停キ位反 100%萩 留充屯浚施建没安装条件,新建的大千 2万

平方米的商ン、真信、医院、亦公楼等大型公共建筑配建停キ場

和社会公共停率場,具有充屯没施的停4位反不少子′も停キ位的

10%。 要者相美要求納入工程建没張制性林准,施エロ常査机胸

在常査住宅項目わ大型公共建筑施工圏lll,反 対充屯没施浚畳是

否符合工程建没強制性林准逃行中核。

(二 )勿矢か薇老 1口 居住 (小 )区 九七没花建没,全力解決

え屯准同逝。

要か張対立主大会及立主委員会的指早わ監督,71早 立主結

合 自身共隊,接照 “堆使用,輩付費"、 “堆投資,堆 受益"原

只1,坑 一茨造居住 (小 )区 停キ場,建没安装充屯没施。在不

影哨キ柄通行的前掟下,允 十不1用 和改造居住 (小 )区 、停率

揚、城市支路上的照明浚施建浚充屯浚施。対停キ困淮的小区,

近期可結合路内皓IIf停 キ油位わ公共停車場建没分叶共享的充屯

キ位;近期反結合老 1日 小区改造、周迪地区升友、机械式和立体

式停率没施建没,在新増停率泊位建没安装充屯没施,力 用声充

屯砲1造条件。各地住房城夕建没主管部日反主劫協調屯力/Ak司 倣

好相夫屯力基袖回路攻造工作。

(四 )なれ堆功単位眈右停キ物茂造配走えt没施 ,満足 IIL

勃汽牟由行需ネ。

要争取城市人民政府的支持 ,机 米研究制定工作方案,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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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む区向城市迪象地区、八城市仇先友展区域向一般区域,逐

歩推功具各条件的政府机夫、公共机杓和企事立単位内部停率

場,以及大型商場、起市、文体場夕等建筑物配建停キ場,改造

或建没安装充屯没施,鼓励釈工、灰客使用屯劫汽率出行。城多

規刻、建浚和停率主管部 11要 充分友拝市場的主早作用,支持社

会公共停率管理単位、充屯没施服券近菅商在交通枢鉦、駐率換

乗 (P+R)等 既有社会公共停キ場配建公共充屯没施,力 充屯

没施市場化近菅、規模化服券全↓造条件。

(工 )仝力支持公共服芥板域走没えt没施 ,引 子特定行上

率ん泣用t功汽キ。

対千公交、不工、机場IIn_勤 等定点定銭近行的公共服券頷域

屯功汽率,反 侶早和鼓励仇先在寺用停キ場堵配建充屯没施。同

時,要在滑銭的相夫控制性洋如規刻中,合理安排或預留独立占

地的快充 Jilわ 換屯堵用地,保 障銭路菅近需要。対千出租、物

流、租賃、公安巡辺等♯定点定残近行的公共服券飯域屯功汽

率,泣充分格掘単位内部停率場堵配建充屯没施的落力,井在相

反的服券地域 ,不1用 か油か気堵規え1用 地、公共停車場用地 ,近

度起前規衆1建 没公共充換屯靖、充屯粧群 ,支持公共服券行立、

市攻公用単位率先推片使用屯功汽キ。

(六 )筒化机力1建没常れ,か快九七没施走没速度。

要根据国亦友 〔2015〕 73号 要求,筒 化充屯没施机裁1建 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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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批不市,支持有条件的単位、机胸在不影噛周迪群奈生活、

交通姐鉄的情況下,在 内部停率位 (場 )改造安装或建没充屯

浚施。自本逍知印友え 日起,企人在 自有停キ庫、停率位,各

居住 (小 )区 、単位在既有停キ位安装充屯浚施的,元 需亦理

建浚用地机火|キ 可通、建浚工程規災|キ 可江和施工寺可江。在

建没社会公共停率場 (楼 )叶 ,元 需力同歩建浚的充屯8~i群 等

充屯浚施単独亦理建浚工程規衆14可 江和施エキ可江。対羹須

亦理規裁1建悛常批手数的新建独立占地的集中式充換屯堵,泣

か快亦理速度。

四、保障措施

(― )力張板子姐奴工作。

各地住房城夕建浚主管部 11要 在城市人民政府頷早和支持

下,根据取責春分工,切 実か張対充屯浚施規刻建没工作的姐象

飯早,張化規裁1写 1早 ,注 重部日協同配合 ,完善配会政策,争取

財政支持 ,か 張考核監督,坑箸有序、仝力推逃充屯浚施建没。

(二 )か夫現代信
`き掟木泣用力度。

要坑箸充屯浚施建没、管理、近菅需要,か 張々智能屯回、

互咲回、物咲回、智能交逍、大数据等技木融合,私板探索建立

充屯智能服券平台,不 断提高机代信息技木在充屯浚施回路中的

泣用水平 ,力 用夕提供充屯早航、状恣査洵、充屯預釣、費用結

算等服芥,提升近菅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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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及叶恙錯牟声先辻姪摯。

要秋板争取有夫部日支持,結合新城新区升友建没
～

老 1日 城

区改造,在 市能寺新能源汽率示疱推片拭点城市、低破生恣拭点

城市、録色生恣示疱城区、可再生能源拭点城市,先行先拭,釈

板探索充屯没施的机え1方 法、建没模式、管理方式等 ,′は結形成

可夏制、可推片的盗詮,促辻充屯没施建浚和普及。

(四 )注重工碗
=1子

洋会典力。

要通辻新日媒体等多紳形式,片 だ宣借屯勁汽率友晨政策、

充屯没施規tll布 局わ建没劫恣,■社会各界仝面了解充屯没施 ,

提高対建浚充屯没施的汰同感和接受度,及 :1更 多企立、単位参

々充屯没施建没,侶 早仝社会保デ充屯没施,引 早わ培育屯功汽

率消費。

(此件主功公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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