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越来越多的电动车 “跑” 在
路上， 逐渐成为更多市民的代步
工具。 根据统计， 北京私人电动
车保有量超过6万， 公共充电桩
超过1万。 国网北京电力公司相
关负责人介绍， 北京电动车车桩
比已基本能够满足需求。 记者体

验多处电动车充电站发现， 停车
场内， 燃油车占据公共充电桩车
位， 小区难见公共充电桩及充电
桩被破坏， 成为电动车充电桩快
速发展下新的问题。 （据7月9日
《新京报》）

电动车与充电桩的关系， 如
同鸡与蛋一样。 如果不生产销售
电动车， 就没有建设充电桩的必
要， 而如果充电桩数量太少， 没
有方便的充电网络， 电动车也不
可能全面普及， 电动汽车时代将
无限延后。 要想电动车跑起来，
逐步替代掉燃油车， 先要做好基
础设施工作， 大力兴建充电桩，
满足车主随时随地充电需求。

从现状来看， 各地充电桩数
量太少， 与电动车的数量和增长

幅度不相称。 而且充电桩车位被
占用、 人为破坏、 兼容性差、 故
障率高、 利用率低等问题相当严
重， 电动车难以达到燃油车那样
的便利， 已成为发展和普及电动
车的拦路石。

根据国务院 2015年发布的
《关于加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
施建设的指导意见》，到2020年中
国要基本建成适度超前、 车桩相
随、 智能高效的充电基础设施体
系，满足超过500万辆电动汽车的
充电需求。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
司长童光毅介绍说， 届时需建成
480万个分散式充电桩 ， 这意味
着， 规划的车桩比应接近1:1。

燃油车面世已过百年， 密集
分布的加油站网点， 为车主提供

了方便的加油服务。 从燃油车与
加油站的发展形势来看， 二者乃
是相辅相成、 相互推动的关系，
电动车与充电桩也将重复这一历
史， 需要耗费一定的时日， 才能
完成全面普及替代的使命。 目前
电动车已实现从 0到 1的任务 ，
2016 年全球累计销量 约 为 200
万 辆 ， 较 前 年 比 大 幅 增 长 了
60% 。 尽管从整体汽车产业来
看电动车仍仅占有极小比例 ，
但电动车的增幅远超燃油车， 且
一旦突破10%的比例， 就会形成
加速替代效应， 呈现指数级增长
趋势。

而且， 从世界范围来看， 各
国均将发展电动车、 替代燃油车
作为重要政策。 挪威计划在2025

年前把所有汽车都改为电动车、
印度政府宣布2030年以后只能卖
电动车、 法国将在2040年前彻底
禁售燃油车。

可见， 发展普及电动车、 充
电桩已形成共识， 国家亦制定出
相应的发展规划和计划， 政策环
境相当宽松， 对电动车行业来讲
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 因此， 需
要制定统一的充电桩标准， 实现
充电兼容化。 各地要加快落实规
划和 《意见》， 出台地方实施细
则， 加大充电桩建设步伐， 鼓励
充电桩形式多样化， 充分利用现
有资源改造， 严格执行充电车位
专用制度， 对违规占用、 破坏行
为依法处罚， 不要让充电桩拖电
动车的发展后腿。

淮声： 近日， 北京市旅游委
就 《北京市旅游条例》 召开新闻
发布会， 该地方性法规将于8月1
日起实施。 条例首次界定民宿和
一日游概念， 对于屡禁不止的非法
一日游，最高可处罚10万元。非法
一日游不大可能“一日除”，必须
坚持久久为功， 并且注意整合旅
游、工商、公安等部门执法合力，
开展综合治理、引导和规范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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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式”拒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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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让充电桩拖电动汽车发展的后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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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给工会资助托管班点赞！

■每日观点

学霸的“秘籍”
未必适合所有孩子

戴先任： 近日， 上海长宁区
家庭服务业协会公布了拟定的
“黑保姆” 多项标准， 包括有犯
罪记录、 有偷盗等前科、 履历及
相关证件作假、 居民同事反映人
品极差等。 7月6日， 长宁区家庭
服务业协会会长夏君表示， 这些
标准并不是法律法规， 只是一个
建议性的规范， 对于列入 “黑保
姆” 名单的家政服务人员， 家协
建议家政企业不聘用。 相对部分
家政公司自己设立的 “保姆黑
名单”， 更需要相关部门加强监
管， 进行行业指导与监管。

治“非法一日游”
要打持久战

治“黑保姆”
更需要行业监管

■世象漫说

应加快电子围栏的普及速度

目前， 被称作 “环境保护史上最大规模行动”
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已满三
个月 。 期间 ， 28个督查组共检查了3万余家企业
（单位）， 揪出2万多家存在环境问题的企业， 问题
率超6成。 此番强化督查初期出现的拒绝检查、 阻
挠执法事件， 至今仍时有发生。 譬如， 有企业强行
将督查人员推出门外； 再如， 有企业将检查人员反
锁在喷漆车间内长达20分钟； 更有甚者， 保安冒充
派出所工作人员欲强行带走督查人员…… （7月9日
中新网） □王铎

7月8日， 北京青年报教育
圆桌微信公众号联手南京银行
北京分行举办了 “教育圆桌·
南京银行” 高考学霸学习经验
分享会， 来自北京部分区的高
考文理科榜首、 单科最高分等
8位学霸来到了活动现场， 为
前来听讲座的百余名家长和学
生分享了他们取得优异成绩的
经验、 方法和体会。 （7月9日
《北京青年报》）

每年的高考成绩一经发
布，全国各地的各级、各类高考
“状元”都会立马成为学校以及
社会组织、机构，尤其是家长们
热切追捧的“明星”与“偶像”。
学校想通过“状元”在当地教育
系统内“扬名立腕”，各种社会
组织、机构想要通过“状元”为
自己打打“广告”，家长们更想
从“状元”这里弄到点对自己孩
子有帮助的学习“秘籍”，可谓
各怀心腹事，各取己之所需。

我们承认， 既然这些孩子
能够成为 “学霸”， 并且能够
在高考中成为 “状元”， 除却
其自身的聪明与刻苦以外， 也
必然会与其日常的学习态度、
方法、 策略以及经验有着绝对
不可分割的关系， 而他们的这
些秘籍” 也确实会对别的孩子
在学习方面带来参考、 帮助与
不小的启示。

但是，启示归启示，依笔者
看来，学霸“秘籍”未必适合所
有的孩子， 绝大多数孩子也未
必能够在现实学习生活中真正
学得来学霸们的那些做法，尤
其是那些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
心切的家长们， 也万不可以盲
目地采取全盘复制并且直接
“嫁接” 给自己孩子的办法。因
为，每个孩子的思想性格、兴趣
爱好、自控能力、学习习惯等都
是不尽相同的。比如，有的孩子
喜欢贪晚， 而有的孩子喜欢起
早， 有的孩子自我控制能力很
强， 而有的孩子却无论如何也
管不住自己。

所以，高考“状元”、满分学
霸的故事与“秘籍”应该是用来
学习与励志的， 而不是用来追
捧与炒作的， 更没有必要去盲
目地效仿与复制。

□乔木

北京市总工会今年资助约80
个托管班， 以职工单位运作、 社
会组织参与的方式， 为小学1至6
年级的职工子女提供暑期托管服
务。 （7月8日光明网）

以往一进暑假， 孩子的管理
处在真空中， 家长上班把孩子锁
在家里， 不放心， 任凭孩子在外
面玩耍， 安全隐患又让人牵肠挂
肚。 家长常常是人在岗位， 心在
工作之外。 暑期托管服务让孩子

得其所， 家长放其心。
民生民本， 国之根本。 增加

收入是民生， 健康医疗是民生，
造桥修路是民生……职工子女暑
期托管服务也是民生 。 乍 看 之
下 ， 这 是 小 事 ， 甚 至 是 “ 鸡
毛蒜皮 ” ， 然而对于个人 、 家
庭 来 说 ， 却 是 大 事 ， 也 直 接
影 响 到 他 们 的 生 活 ， 不 解 决
就是 “切肤之痛”。 一枝一叶总
关情 ， 小民生关乎 “幸福感 ”，

提升 “获得感”。
北京工会参与职工子女暑期

托管服务， 其意义也超过了一地
一事 。 工会是员工的 “娘家 ”，
为员工服务， 给员工排忧解难，
是工会职责， 又是工会强项， 也
是获得 “话语权” 的途径。 事实
已反复说明， 工会不是摆设， 不
是 “空壳”， 在为员工做实事中，
工会大有用武之地。

□奚旭初

如果充电桩数量太少，没
有方便的充电网络，电动车也
不可能全面普及，电动汽车时
代将无限延后。 要想电动车跑
起来， 逐步替代掉燃油车，先
要做好基础设施工作，大力兴
建充电桩，满足车主随时随地
充电需求。

7月8日， 北京三里屯地区的
一处共享单车停车区域已加装电
子围栏。 电子围栏是通过地面的
几个金属感应装置， 接收到共享
单车的停放信息， 可兼容目前上
市的各种共享单车 。 （7月8日
中新网）

共享单车出现在北京， 也不
过就一年多的时间。 以其方便快
捷， 节能环保， 收费低廉， 存取
方便， 解决了人们出行 “最后一
公里” 的难题， 迅速发展起来。
现在到处都是共享单车， 但随之
而来的问题也不少， 最遭人诟病
的是乱停乱放。 公交车站、 地铁
站、 机动车道、 人行道、 盲道上
到处都是。 虽说运营公司也采取
了一些措施， 比如施划了专用停

车位、 增加车辆维护管理人员、
加大了巡查密度等等。 但架不住
共享单车的总数量实在太多， 即
使只有百分之十的使用者不文明
使用， 那大街面上乱放的绝对数
量就十分可观了。

老话说得好： 一把钥匙开一
把锁。 电子围栏的出现， 让人们
找到了一条治理乱停乱放的良
药。 当一位骑行者使用完共享单
车后只有停放到电子围栏内， 后
台才会更新数据， 完成结束行程
缴费的过程。 若没有将共享单车
停放到指定的电子围栏内， 后台
计费系统就不会有反应， 这就意
味着使用者仍在付费阶段。 使用
者为了不花冤枉钱， 就必须将车
停放到电子围栏内。

所以， 推广电子围栏势在必
行。 首先， 作为主管的政府部门
应搭建管理平台， 统筹规划好本
地区电子围栏的位置以及数量。
电子围栏应可以兼容市面上的各
种共享单车， 避免出现各自为政
的混乱局面。 督促共享单车运营
企业加快安装设备速度， 尽快投

入使用； 其次， 作为运营企业，
必须担负主体责任。 运用先进技
术， 及时调配和投放车辆， 将坏
车及时拉回维修， 加强看管人员
力量 ， 增加移动巡查频率 ； 再
次 ， 作为使用者 ， 也要遵守规
矩， 用完后将车停放到指定范围
内。 □许庆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