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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昆政办〔2020〕22 号 

 

 
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昆明市加快推进电动汽车充电 
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各国家级、省

级开发（度假）园区管委会，各直属机构： 

《昆明市加快推进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意

见》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2020 年 5 月 14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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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加快推进电动汽车充电
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意见

为贯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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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

部委关于印发提升新能源汽车充电保障能力行动计划的通知》（发

改能源〔2018〕1698 号）等文件精神，大力推进电动汽车充电基

础设施（以下简称“充电设施”）建设，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

用，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实施

意见。

一、总体目标

按照“因地制宜、快慢互济、经济合理”的原则，坚持市场

需求为导向。根据电动汽车不同发展阶段和应用特点，紧密结合

公用、专用、自用不同领域的充电需求，加强统筹规划，科学确

定建设规模和空间布局，多措并举加快发展。到 2022 年，基本建

成与电动汽车拥有量相适应的“车桩相随、布局合理、智能高效”

的充电设施体系。

二、主要任务

（一）适度超前建设公用充电设施

1．加快推进公共停车场充电设施建设。优先在重要交通枢纽、

重要交通节点、重要商圈、换乘停车场等地建设公共充电设施示

范站，配建以快充为主的公用充电设施。新建公共建筑物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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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共停车场、公共文化娱乐场所停车场，按照不低于 15%的

车位比例建设以快充为主的充电设施，列入新建项目的规划条件，

将建设情况纳入整体工程验收范围。达不到比例的，规划部门不

予审批，竣工验收不予通过。

牵头单位：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国家级、省级开发（度

假）园区管委会

2．加快园区充电设施建设。全市各类园区（包括工业园区、

物流园区等）应根据新能源汽车使用情况，在现有停车区域配建

充电设施。从 2020 年起，各园区每年按不低于 5%的车位比例配

建以快充为主的公用充电设施；到 2022 年，累计达到不低于 15%

的车位比例。

牵头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商务局、市科技局

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国家级、省级开发（度

假）园区管委会

3．加快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充分利用高速公路服

务区停车位建设城际快充设施，各高速公路服务区按不低于 10%

的车位比例建设以快充为主的充电设施，到 2022 年，初步构建高

速公路服务区快速充电网络，基本满足电动汽车城际出行需求。

牵头单位：市交通运输局

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国家级、省级开发（度

假）园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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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快旅游景区充电设施建设。A 级旅游景区按不低于 10%

的车位比例建设以快充为主的公用充电设施。4A 级以上旅游景区

应设立电动汽车专用充电区域。到 2022 年底，全市各 4A 级以上

旅游景区建设的充电设施累计达到不低于 20%的车位比例。

牵头单位：市文化和旅游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国家级、省级开发（度

假）园区管委会

5．结合老旧小区改造推动居民小区公共充电设施建设。按照

“市场化运作+政府扶持”建桩模式，以需求为导向，充分依托街

道、居委会，结合老旧小区改造，引导业主支持充电设施建设改

造，在老旧小区周边合理范围内集中建设公用充电桩。

牵头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国家级、省级开发（度

假）园区管委会

（二）优先推进公共服务领域专用充电设施建设

1．优先配建服务领域充电设施。公共交通、环境卫生、机场

通勤等定点定线服务领域，按照新能源汽车更新计划，因地制宜

在运营线路沿线配建充电设施。对于出租、物流、租赁、公安巡

逻、电力检修等非定点定线服务领域停车场建设充电设施的车位

比例不低于 10%。鼓励具备条件的专用充电设施，对外提供充电

服务，实现高效互补。

牵头单位：市交通运输局、市城市管理局、市商务局、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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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局

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国家级、省级开发（度

假）园区管委会，昆明公交集团，昆明中北集团、昆明供电局

2.加快公共机构充电设施建设。充分发挥公共机构示范带头作

用，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团体组织等公

共机构，要结合单位新能源汽车配备更新计划以及职工需求，利

用单位内部停车场资源，规划建设电动汽车专用停车位和充电设

施。至 2020 年底，市县两级党政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团

体组织等公共机构停车场按不低于 5%的车位比例，配建慢充为

主、快充为辅的充电设施；到 2022年底，实现配建比例不低于 15%。

牵头单位：市机关事务局、市国资委

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国家级、省级开发（度

假）园区管委会

（三）切实推动自用充电设施建设

1．落实新建住宅项目规划建设要求。加大规划引领和用地支

持，将充电设施专项规划纳入国土空间规划，新增项目用地需配

建充电设施的，将配建要求纳入规划条件。新建住宅至少 10%的

停车位建成充电设施，其余车位应预留安装条件（包括统一将供

电线路敷设至固定停车位，预留用电容量），将建设情况纳入整体

工程验收范围。

牵头单位：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国家级、省级开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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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园区管委会

2．推动已建成住宅小区充电设施建设。鼓励业主在固定停车

位上自建充电设施。在居民区充电设施安装过程中，物业服务企

业应根据用户需求，及时为业主及其委托的建设单位提供有关图

纸资料，积极配合并协助现场勘查，为施工提供便利条件；对没

有固定停车位的用户，鼓励在住宅小区公共停车位上配建充电设

施，建立充电车位分时共享机制，为用户充电创造条件。

牵头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国家级、省级开发（度

假）园区管委会

3．提高私用充电桩建设便利程度。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应将

私人用户充电设施建设维护纳入其销售服务体系，新能源汽车生

产企业或其委托的充电设施安装企业应会同电力企业为私人用户

完成充电条件确认。鼓励充电设施运营企业、物业服务企业等参

与住宅小区充电设施建设运营管理，统一开展停车位改造和充电

设施建设。

牵头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国家级、省级开发（度

假）园区管委会

（四）打造充电设施智慧管理服务平台

加快优化昆明市新能源汽车运营信息管理及服务平台（以下

简称“市级新能源平台”）。市内所有公用充电设施、有条件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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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充电设施全部接入市级新能源平台，鼓励个人充电设施接入市

级新能源平台，实现全市“车桩网”一体化。建立完善充电设施

信息发布机制，实现车桩互通、信息共享，为政府部门、充电运

营商、电动汽车用户提供数据支撑和信息服务。

牵头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科技局、市发展改革委

责任单位：昆明市新能源汽车运营信息管理及服务平台

三、保障措施

（一）强化主体责任。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国家级、

省级开发（度假）园区管委会，市级各有关部门是推进充电设施

建设的责任主体，要将充电设施建设管理作为政府专项工作纳入

议事日程，并根据地方发展实际，制定充电设施建设专项规划，

确保年度目标任务落到实处。

牵头单位：市级各有关部门

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国家级、省级开发（度

假）园区管委会

（二）加大资金支持。对在昆明市投资建设、通过验收，且

对社会运营、接入市级新能源平台的充换电设施、集中式充换电

示范站、充电设施示范小区给予财政补贴。

1．对公用或专用充电设施，按照直流充电设施 250 元/千瓦、

交流充电设施 100 元/千瓦的补贴标准给予一次性建设补贴。

2．对在主要街道路边、旅游景点、交通枢纽等地单独报装变

压器容量在 315kVA 以上的集中式充换电示范站，按照 2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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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的补贴标准给予一次性补贴（市、县各承担 50%）。对于集光伏

发电、储能、充电为一体的示范站，按照 50 万元/座的补贴标准给

予一次性补贴（市、县各承担 50%）。

3．对积极建设充电设施示范小区（建设安装不少于 200 个充

电桩）的地产开发商和物业公司，按照每个小区 100 万元的补贴

标准给予一次性补贴（市、县各承担 50%）。对于其他积极支持安

装充电桩的小区，按照 200 元/个的标准对小区物业给予一次性补

贴（市、县各承担 50%）。

4．对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在自有停车场建设的充电设施，应

优先引入社会资本建设运营，不具备引入社会资本条件的，应申

请同级政府纳入年度财政预算；对自筹资金自主建设或引入第三

方企业建设运营并向社会开放的充电设施，按公用或专用充电设

施补贴标准给予建设企业一次性建设补贴。

5．对市级新能源平台给予运营补贴，补贴标准为年度运营费

用的 50%，每年补贴上限不超过 200 万元。

6．为了引导企业加强对社会公用充电设施的运营管理，为用

户提供安全稳定的充电服务，积极探索补贴逐步转型，制定运营为

先的运营奖补政策。对社会公用充电站的运营情况进行日常和年度

考核，根据考核结果给予运营考核奖励，考核实施细则另行制定。

7．在全市范围内道路临时停车泊位，给予新能源汽车 2 小时

/天的免费停车优惠。鼓励各类停车场提供充电服务实时停车优惠。

牵头单位：市财政局、市发展改革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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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国家级、省级开发（度

假）园区管委会、市国资委

（三）强化供电保障。电力企业负责完善配电网规划，加强

配电网建设，提高充电设施用电保障能力。优化电力接入营商环

境，建立充电设施用电报装绿色通道，限时办结相关手续。个人

在自有停车库、停车位，居民区、企事业单位在已有停车位安装

充电设施的，按属地管理原则直接向当地供电部门申请报装，供

电部门应无障碍接入电网。

牵头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责任单位：昆明供电局

（四）加强督办落实。将充电设施建设工作列入对各县（市）

区人民政府，各国家级、省级开发（度假）园区管委会和市级责

任部门的督查检查考核，并定期通报。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各国家级、省级开发（度假）园区管委会和市级责任部门于每季

度末将充电设施建设情况报送市发展改革委。

牵头单位：市发展改革委

责任单位：市政府目督办

（五）加强宣传引导。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充电设施发展政策、

规划布局和建设动态的宣传，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充电设施建

设和运营，培育壮大新能源汽车消费市场。加强舆论监督，曝光

阻碍充电桩建设、损害消费者权益等行为，推动形成有利于充电

设施建设发展的良好舆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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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单位：市政府新闻办

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国家级、省级开发（度

假）园区管委会

附件：昆明市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领导小组组成人员

名单及工作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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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昆明市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领导
小组组成人员名单及工作职责

为切实推进全市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我市新

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对昆明市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领

导小组成员进行调整。

一、调整领导小组组成人员

组 长：张 斌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副 组 长：甘 红 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府办公室主任

吴忠林 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府目督办主任

成 员：郭志宏 市发展改革委主任

赵小平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

曾令衡 市科技局局长

张庆星 市公安局副局长

徐毅清 市财政局局长

王 涛 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局长

赵 文 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陈 汉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局长

何毅刚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徐郑锋 市商务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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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 彬 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

张洪安 市应急局局长

陈 春 市国资委主任

潘开平 市市场监管局局长

陈剑平 市城市管理局局长

肖 樱 市机关事务局局长

张成稳 市气象局局长

施云怀 市能源局局长

王昌照 昆明供电局局长

曾 锋 昆明发展投资集团董事长

张 雷 云南能投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市发展改革委，根据工作需要，领导

小组办公室可适时从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抽调人员组成工作专班进

行集中办公。领导小组成员因工作变动等需要调整的，由所在单

位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按程序报领导小组组长批准，不再另

行发文。

二、职能职责

（一）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负责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关于推进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和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统筹协调推进全

市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工作；研究审议全市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工作

重大政策措施；督促检查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政策措施的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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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市）区和市级各部门任务完成情况；完成市委、市政府交

办的其他事项。领导小组实行工作会议制度，工作会议由组长或

其委托的副组长召集，根据工作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参加人

员为领导小组成员，必要时可邀请其他有关部门人员参加。

（二）领导小组办公室

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负责统筹协调推进全市充电基础设

施建设、定期调度、考核工作。督促落实领导小组议定事项，承

办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工作专班

负责推进落实领导小组确定的阶段性具体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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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纪委市

监委办公室。

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5 月 21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