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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出台电动汽车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规划

新建住宅小区
充电桩成标配

漫步宽窄巷子，走累了撸一串美味烧烤，相信
不少来成都宽窄巷子游览的游客都有过这样的
经历，但家住附近的刘先生对这些烧烤摊点却并
无好感，“经常‘烟雾缭绕’，对空气肯定不好噻！”
但随着宽窄巷子烧烤摊点“碳改电”，换上电烤炉
后，基本上看不见烟熏火燎的现象了。

宽窄巷子的烧烤店仅是青羊区烧烤店“碳改
电”的试点之一，该区计划在5月底前完成全区
100余家烧烤店的改造升级工作。同时，成都市鼓
励烧烤店燃料“碳改电”，目前金牛和天府新区已
在全区开展“碳改电”，其余锦江区、青羊区、高新
区等5个区均采取先试点、后推广的方式实施。

8家烧烤店“碳改电”
本月100家完成升级改造

作为大气污染源之一的木炭烧烤，对空

气质量的杀伤力着实不小。“根据我市大气颗
粒物来源解析结果显示，燃煤和生产企业对
PM2.5、PM10的综合贡献都很高，是我市大气
治理的重点，也是难点。”成都市环保局对燃
煤污染深感头痛。不辜负美食和环保能不能

“两全”？烧烤店燃料“碳改电”是成都大气污
染治理中的举措之一。

“作为中心城区一大污染源的烧烤浓烟，
不仅影响了周边的生活环境，还成为推进全

市大气治理的一大阻碍。”青羊区烧烤店“碳
改电”工作领导小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在
对全区100余家烧烤店进行逐一上门调查的
同时，中铁西城新天地和宽窄巷子特色街区
开展试点工作，目前8家烧烤店已主动配合完
成改造工作，同时计划5月底前完成全区100
余家烧烤店的改造升级工作。

换成电烤炉
口味没变生意也不差

“换成电炉烤，那种烧烤出来的味道没
了，还算是烧烤吗？”听到烧烤“碳改电”的消
息，不少好吃嘴有点担忧。

记者近日走访了宽窄巷子已经实现“碳改
电”的烧烤店。如果不走到烧烤摊前仔细观察，几
乎看不到有什么油烟了。“以前烧炭最怕起风，
油烟经常熏得自己眼泪直流，长时间站在炉
子面前，经常咳嗽。”烧烤摊的小哥告诉记者，
改用电烤炉后，烧烤的口味并没有明显差别，顾
客基本上没有因此减少；而在烧烤的速度上，基

本上跟以前差不多。
作为首批“碳改电”尝鲜的食客之一，家

住中铁西城的市民周先生表示，“支持烧烤店
‘碳改电’，减轻空气污染可比过嘴瘾重要。而
且改成用电后，随时都可以吃烧烤。关键是味
道还很不错，两全其美，肯定要支持！”

除了宽窄巷子，成都好吃嘴们熟悉的王
妈手撕烤兔店、老黄记手撕烧烤兔店，成华区
祥和里的滋味考鱼店和三江烤鱼店也已全部
将烧烤炉换成了电烤炉。根据工作部署，目前
成都五城区及高新区、天府新区已经分别制
订了工作方案，其中金牛和天府新区直接在
全区开展“碳改电”，其余5个区均采取先试
点、后推广的方式实施。

“平均下来，大概一天要多出几十块钱”，
经营烤猪蹄店的摊主张师傅告诉记者，肯定比
用木炭烧烤成本要多一些。但是，张师傅最后
还是决定改成电烤炉，“木炭烧烤有油烟，来吃
烧烤的人都觉得受不了，你说我们做烧烤的人
难不难受？”张师傅说。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公益电影影讯

5月24日、5月28日放映安排（主
城区及天府新区每周三、周日放映，
二三圈层区（市）县每周日放映）：影
片名为《拆弹专家》，放映影城包括
太平洋影城（春熙店、王府井店、川
师店、金沙店、新城市店、沙湾店、金
色海蓉店、武侯店、蜀西店、紫荆
店）、万达影城（锦华店、金牛店、成
华店）、成都新时代蜀都花园店、峨
影1958电影城、和平电影院、东方世
纪影城、星美学府影城、星美国际影
城（大悦城店、戛纳店）、339电影城
（新时代高塔）、影立方773IMAX影
城、保利国际影城（奥克斯店）等38
家影院。了解详细信息请关注官方
微信“文化成都”。（注：个别影院因
节目原因会存在放映影片与影讯不
符，请以实际放映为准）

昨日下午，为期两天的成都市科技周活
动落下帷幕，本次活动除了各种科普体验类
活动外，许多科技公司还带着最新科技产品
参与了科技周活动。

鱼菜共生 资源利用还能这样玩

一个小小的水族箱，里面养着活泼可爱
的金鱼，而它的上面，居然种满了多肉、鱼腥
草等各种植物。据负责人介绍，在新津县，他

们有全亚洲最大的鱼菜共生农场，面积接近
两万平方米。而这个鱼菜共生水族箱其实是
鱼菜共生农场的缩小版，但麻雀虽小五脏俱
全，农场有的它都有。为了达到最佳视觉效
果，他们更是邀请了三次夺得德国工业设计
大奖的黄玉成来设计水族箱外观。

煤矿培训，教育应用 VR开发不简单

提到VR，人 们 更 多 的 是 想 到 它 在 游

戏、娱乐方面的应用，而VR能做的，绝不仅
仅是这些。据公司负责人介绍，他们已将
VR延伸到了煤矿、培训和教育应用等多个
方面。利用VR技术模拟井下各种复杂的作
业环境，让训练者身临其境地去体验，并学
会采取有效的应急措施去处理各种险情。
而在教育方面，利用头戴式显示、全景显示
等多种设备来为学生创造身临其境的教育
内容体验。

酒店服务，景点讲解 机器人总动员来了

每年的科技周活动总少不了机器人的
身影，跟往年展出的陪伴型机器人不同，今
年参展的机器人更注重智能生活和服务。
你一定想过自己在家躺着什么也不干，就
有一个机器人为你端茶送水打扫卫生，而
在今年的科技活动周上这样的机器人就出
现了。家居服务类机器人可以做好所有家居
服务工作，省去不少麻烦事。还有机器人可以
在景点为游客介绍景区特色，在酒店或者银
行做引导服务类工作，能在很大程度上节约
人力成本。 （毕丹）

新建住宅充电桩将成标配
2020年，
停车场自用充电设施全覆盖

规划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年底，
成都累计建成4804个充电桩，194个充
电站和4个换电站，“私家车的自用充电
桩建设数量不多。”未来，在成都开新能
源汽车能够像加油一样便利充电。自用
充电设施方面，将主要结合住宅、商业
楼宇、办公场所、医院、学校、文体等大
型公共建筑、工业与物流企业的配建停
车场及社会公共停车场等进行设置。

规划提出，为加快推进全市充（换）
电设施服务网络体系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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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新能源汽车停车位和充电设
施，2020年实现所有停车场（库）自用充
电设施全覆盖，并将有关单位配建充电
设施情况纳入节能减排考核奖励范围。

普通住宅也将标配充电桩。原则
上，新建住宅配建停车位应100%配建或
预留，其中不少于10%的停车位应与住
宅项目同步建设完成充电设施，达到同
步使用要求，建设位置结合小区布局合
理安排；新建大型公共建筑物配建停车
场配建或预留的车位比例不低于10%；
新建公共停车场配建或预留的车位比
例不低于18%。

鱼菜共生、VR开发 这个科技周精彩纷呈

四川前4个月
生产安全事故总量持续下降

成都商报记者从省政府安办获
悉，今年1月~4月全省生产安全事故
总量持续下降，事故起数和死亡人
数同比减少357起、165人，分别下降
40.1%和25.7%，未发生重特大生产
安全事故，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据介绍，今年1月~4月，全省各
级安全生产监管监察部门针对重要
时间节点的安全生产特点，加强监
管执法，严厉查处非法违法行为，累
计监督检查生产经营单位14247家，
实施行政处罚1318次，责令停产整
顿生产经营单位31家。

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5月起
省安监局对全省7个市（州）28座煤
系矿山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执法检
查。同时，省政府安办组成12个督查
组，对全省21个市（州）安全生产重
点工作进行全面督查。其中，内江市
威远县刘家湾煤业有限公司当场被
责令停产整顿。该矿技术管理团队
以“假文凭”冒充技术人员上岗的情
况，性质恶劣。

成都商报记者 钟茜妮

至2020年，实
现所有停车场（库）
自用充电设施全覆
盖。原则上，新建住
宅配建停车位将
100%配建或预留
充电设施。

至2020年，
全市共规划121
座公交专用充
（换）电站，约建
设不少于5250
个充电桩，均与
公交场站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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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20年，全市
共规划457座城市公
共充（换）电站，建设不
少于1.3万个充电桩；
共规划布局40座城际
公共充（换）电站；共
规划布局34座其他公
共充（换）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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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新能源汽车，再不用担心充电不方便了。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市经信委
获悉，《成都市电动汽车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规划》日前正式获市政府批复。
未来，无论是在市区内、高速公路上还是景区，都可以像加油一样便捷充电。

根据规划，至2020年，成都市共建设约8.8万个自用充电桩，780个充（换）
电站（不少于2.2万个充电桩），其中专用充（换）电站249个，均与专用设施停车
场所合建，公共充（换）电站531个，其中9个为独立占地。

新闻链接

5月24日~25日
2017中国汽车创业投资峰会

在蓉举行

成都商报记者从省投促局获悉，5月24
日~25日，中国汽车创业投资峰会暨中国（四
川）新能源汽车产业投资合作大会将在成都
举行。

据介绍，此次活动主题为“新能源·新势
力”，将聚焦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等发展趋
势，共同探讨中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中的新机
遇，重点突出新能源汽车的创新发展、跨产业融
合，打造整车、零部件、产业资本完整新生态。

会议期间，还将举办“第四届成都国际汽
车零配件及售后服务展览会”、“2017中国（成
都）国际新能源汽车展览会”、“中国商用车后
市场（西南）发展论坛”、无人驾驶汽车体验等
22场配套活动，展览时间于2017年5月25日~27
日，展览地点在成都新世纪国际会展中心2
号-5号馆。会后，有关市（州）将组织参会嘉宾
赴项目所在地实地考察。

目前，约230多家境内外知名企业和知名
商协会、机构的330多位嘉宾将出席此次活动，
包括大众汽车、通用汽车、戴姆勒、宝马汽车、特
斯拉、北汽等。此次活动将促进四川新能源汽车
产业发展。2016年，四川新能源汽车整车产量达
8000余辆，建成100余座配套充换电站和3500
余个充电桩。成南、成自泸、成德绵3条高速公
路已建成12对充电站。成都商报记者 叶燕

宽窄巷子烧烤店“碳改电”：口味变没？生意咋样？

公共区域哪些地方可充电？
高速路服务区、
加油加气站、景区

未来，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指数级
增长，无论你是逛商场还是自驾游，
都可轻松充电。

规划提出，在建设条件许可，且对
道路交通运行不产生显著影响的路内
公交场站，可设置公交专用充（换）电
设施。至2020年，全市共规划121座公
交专用充（换）电站，约建设不少于
5250个充电桩，均与公交场站合建。

至2020年，全市共规划457座城
市公共充（换）电站，约建设不少于
1.3万个充电桩。结合现状已建高速
路服务区和停车区，至2020年全市共
规划布局40座城际公共充（换）电站，
原则上每座充（换）电站至少建设5个
直流充电桩。其他规划高、快速路结
合建设时序，在建设服务区或停车
区、加油加气站时应同步建设城际公
共充（换）电设施。

结合旅游景区的公共停车场所，
至2020年全市共规划布局34座其他公
共充（换）电站。原则上一个景区至少
建设1座公共充（换）电站，每座充（换）
电站根据具体情况可结合旅游停车设
施分多处设置，且建设不少于10个充
电桩（直流充电桩不少于5个）。

构建大数据平台
执行扶持性
电价政策

根据规划，成都将从多方面保障新能源汽车充电
系统运行。产业培育方面，将创新投融资、盈利模式，提
高充电设施建设积极性。成都将形成以社会投资为主
体、政府投资为补充的投融资架构，发挥社会资本在充
（换）电设施建设领域的核心作用，引导国企、民企、私
人业主等多方参与充（换）电设施建设，形成可持续的
投融资模式，支撑充（换）电设施健康发展。

还将加速形成以充电基础服务为主、增值服务
为辅的多渠道盈利模式，规范桩体广告、分时租赁、
公车租赁、充电管理大数据等增值服务盈利途径的
配套政策，形成良性的盈利环境，促进充（换）电设
施产业健康发展。

成都将进一步完善充（换）电设施的信息化服务，建
立全市范围统一的充（换）电设施数据平台，将充（换）电
设施的建设、运营数据接入平台，并向社会发布相关信
息。开发网络、手机可视平台，为车主提供设施地理位
置、设备规格、充电价格查询等服务。

此外，成都还将执行扶持性电价政策。对向电
网经营企业直接报装接电的经营性集中式充（换）
电设施用电，执行大工业用电价格；其他充（换）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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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电设施用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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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电设施用电执行“一
般工商业及其他”类用电价格。成都商报记者 叶燕

烧烤摊“碳改电”后，生意也不差 摄影记者 刘海韵

青羊区为50名专家人才
提供“四专”服务

在政务服务中心办事有“一站
式”服务专窗；网上办事和申请有

“一键式”服务专区；专门配备“贴心
式”人才服务专员；到部门、街道、社
区办事还有“预约式”服务通道……

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要建
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强市。成
都商报记者昨日获悉，青羊区启动
了《锦绣青羊人才绿卡》项目，计划
今年6月内将确定首批50名“绿卡”
专家人才，凭“绿卡”或二维码将享
受“专窗、专区、专员、专道”服务。据
悉，为专家人才提供“四专”的系统
服务，将力争于7月底前完成。

据青羊区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
介绍，《锦绣青羊人才绿卡》项目将
建立以青羊人才计划为核心，区优
专家、青羊之星、创新创业人才为圈
层的人才体系。“三类人才能够获得
锦绣青羊‘人才绿卡’。一是入选国
家‘千人计划’‘万人计划’‘省千人
计划’‘市人才计划’以及相当于上
述层次的高层次人才；二是入选‘青
羊人才计划’的各类高素质、高技能
人才；三是按照上述标准不能认定
的特需或高层次人才。”

成都商报记者 李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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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周上体验科技的奇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