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动汽车渐成市民“新宠”
目前数量已过千，预计明年销售将迎来小高潮

本报 10 月 19 日讯(见习
记者 李沙娜) 17 日，本报

报道《电动汽车充电桩年内亮

相》后，一些读者来电咨询东

营的电动汽车情况。19 日，记

者经采访获悉，目前东营市有

1000 余辆电动汽车。随着电动

汽车充电桩的建成，电动汽车

将有望成为市民生活中的“新

宠”。

19 日，记者从业内人士处

了解到，目前东营市活跃着的

电动汽车，主要购买者以中老

年人居多。在石油大学工作的

郑老师是电动汽车的“先锋

者”，郑老师告诉记者，两年前

她就买了电动汽车，平时就接

送孩子、上下班、去超市买东

西。“现在真正体会到了电动

汽车的好处，环保不说，最重

要的是省钱。”郑老师说。她给

记者算了一笔账，电动汽车跑

100 公里，大约用 12 度电，按

照目前东营市家庭用电的标

准，电动汽车只花 6 块钱左

右；而按照普通传统汽车的用

油标准，每升按 6 元算的话，

每 100 公里要花 40 多元。

记者走访了东营市的电

动汽车经营商了解到，目前，

东营市有七八家店经营电动

汽车，但还没有形成规模。奇
瑞新能源汽车的张经理介绍

说：“以前我们卖的电动汽车

主要是时风电动观光车，家用

的比较多，时速也限制在 50

公里内。现在东营上市的奇瑞

电动汽车时速有 60 公里、80

公里、120 公里的。预计两三年

后，时速能达 300 公里。现在这

种新能源汽车不到一个月的

时间就卖出了 10 辆。有很多

人意识到了电动汽车无污染、

低噪音的好处，开始引领低碳

生活了。”

永源汽车的业务员李女

士告诉记者，他们公司将在 11

月中旬开始经营电动汽车，随

着电动汽车充电问题的解决，

预计未来电动车销售将迎来

一个小高潮。

刚刚买了电动汽车的陈

先生说：“希望充电桩能尽早

建好，我现在只敢在垦利县城

开，走远了就怕没电回不来。

有了充电桩，我的活动范围就

大了。”

电动汽车的业内人士张

先生说，东营市的电动汽车

占全市汽车总数的很小部
分，目前也没有经营电动汽

车的 4S 店。但随着年内充电

桩的建成及新能源汽车 4 S

店的开拓，将带动电动汽车

在东营发展。特别是在低碳

生活的引导下，有越来越多

的人认识到电动汽车的环

保、节能、方便的特点。

东营单月进出口值

首次超 8 亿美元

本报 10 月 19 日讯(见习记者 王参)

据东营市海关统计，今年 9 月份东营市

进出口总值为 8 . 1 亿美元，这是东营单月

进出口值首次突破 8 亿美元大关。

据了解，今年前三个季度东营市进出

口总值为 56 . 3 亿美元，列全省第 6 位，同

比增长 1 倍，增幅列全省首位。其中进口

37 . 1 亿美元，增长 1 . 3 倍，出口 19 . 2 亿美

元，增长 60 . 9%。

其中 9 月份进口值 5 . 5 亿美元，创历

史新高。据悉，东营市前三季度进出口以
一般贸易方式为主，加工贸易进口和保税

仓库进境货物大幅增长。美国、东盟、智

利、欧盟是东营市最主要进口地区。

自今年 6 月份以来，东营市出口已连

续 4 个月份保持在 2 . 5 亿美元左右，主要
出口产品中，轮胎、机电、高新技术产品、

半导体器件、纺织服装大幅增长。欧盟成

为东营市最主要出口地区，对美国出口也
实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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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0 月 19 日讯(见习记者 张昆

通讯员 朱攀) 19 日，由东营市商业
银行、东营市工商局和东营市个体私营企

业协会主办的“仟佰亿”工程签约仪式举

行。据悉，商业银行计划未来三年内，在黄

河三角洲区域支持贷款需求在 100 万-

500 万元的小企业客户不低于 1000 户，

整体贷款余额不低于 30 亿元。

据了解，“仟佰亿”工程将以东营和

滨州两市为依托，兼顾周边市的大型专

业化市场，利用黄河三角洲开发的有利

时机，大力推动黄三角地区小企业发
展。此项工程集协会、银行与小企业三

方之力为一体，探索出一条全新的银协
企合作模式。

负责利津个体私营企业管理的贺

局长说：“利津县生产型企业很多，好多

会员单位对银行的贷款政策、种类不了

解，有了‘仟佰亿’工程，就能帮助小企

业渡过大难关了。”

商行 30 亿元贷款

支持千户以上小企业

加气排长队

中心城区供热今起打压试水
供热部门：试水期家中尽量留人

本报 10月 19日讯(见习记

者 聂金刚 武希栋) 20 日

开始，东营市供热管理处将对

中心城区所有供暖管线注水，

进行水压试验。供热部门提醒
市民，试水期间，家中尽量留

人，注意家中管线是否漏水并
及时报修，以免管线漏水造成

损失。今冬供热缴费已经开

始，尚未缴费的市民应及时缴

费，以确保供暖。

19 日，记者从东营市供热

管理处了解到，自 10 月 20 日

早 8：00开始到 22 日，东营市
供热处将对中心城区所有供

暖管线进行注水，10 月 23 日

至 10 月 24 日对所有管线系

统实施水压试验。从 10 月 20

日开始一直到供热结束供暖

系统将保持有水有压。目前

试水试压的通知已张贴到各

个小区，市民要留意小区张贴

的通知。

东营市供热处工作人员

提醒，由于一些老旧小区暖气

片老化，可能会出现漏水现

象，所以打压试水期间，市民

家中应尽量留人检查，若采暖

设施发生渗漏要及时联系服
务人员维修。如果家中无人，

一定要关闭暖气阀门，以防漏

水。若楼内设施漏水，可以联

系相关房屋维修管理单位，若

楼外管线漏水可拨打市供热

处抢修队电话 8338972 或供热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8333456。

19 日，在东营市黄河路的一处出租车加气站前，等

待加气的出租车排起了长队。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

现在得等半个来小时才能加上气。

本报见习记者 段学虎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