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眼02 2018 . 3 . 3 星期六
编辑、组版/赵世峰 美编/张荣梅

一车难求 省城300辆共享汽车难共享
多家共享汽车宣称落地济南，目前市民能用上的就3家

□记者 李震 王健

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

济南本土共享汽车品牌喜

尔客高峰期一车难求，日最

高订单量近300单。“济南的

共享汽车太少了，在大街上

很难看到。”这是不少钟情

共享汽车市民的困扰。据

悉，虽然去年多家共享汽车

品牌宣称落地济南，但市民

能用上的就3家，数量不超

过300辆，车型除了北汽新

能源EC200、众泰E200经济

型等纯电动车型，还有丰田

致炫等燃油车。

新闻链接

有人遇押金难退
定位不准问题

共享汽车的出现，在为
市民出行带来便利的同时，
也产生了一些“麻烦”。记者
采访多位共享汽车使用者了
解到，这些“麻烦”集中表现
为押金退还问题和车辆定位
问题。

日前，济南市民李先生
通过喜尔客APP支付了1000
元押金租了一辆共享汽车。
还车后想要退押金的李先生
却意外发现，该APP上没有
退款的端口，之后拨打客服
电话显示暂停服务。对此，喜
尔客相关负责人表示，经落
实确定是客服热线出现网络
故障，导致电话无法接听，经
过排查后问题已经解决。

记者了解到，由于共享
汽车需支付的押金较其他共
享产品多一些，退还周期也
相对较长，因此时常会引起
市民的担忧。市民周先生也
曾遇到过使用完共享汽车
后，申请退还押金但被拖延
的情况。虽然事后他多次联
系客服终于退还了押金，但
这期间辗转联系客服也让市
民感到有些无奈。

还有市民反映有的共享
汽车出现定位偏差等问题，
导致用户“找不到车”。市民
张月是一名老用户，从2017
年11月开始，平均每天都会
使用共享汽车两到三次。去
年12月份张月驾驶中冠出行
的共享汽车到达目的地后结
了单，返回再欲驾车却发现
眼前的车辆在APP中的定位

“消失了”。张月咨询客服被
告知车辆可能被人订走。

后来张月发现车辆并未
被人订走，而是在原处待了3
天，还被贴上了罚单。对此，
共享汽车公司相关负责人回
应称，张月所说的定位问题
很可能是由于信号偏差所
致，共享汽车属于电子产品，
公司并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定
位准确。 记者 李震 王健

春节假期一车难求

“春节的时候想租一辆车开回
老家，结果租不到。”日前，在北京
工作的苏先生说，他春节放假坐高
铁到济南，准备租一辆共享汽车回
莱芜过年，结果没租到。在他看来，
济南的共享汽车还是太少。

济南本土共享汽车品牌喜尔
客相关负责人介绍，他们公司的
150辆车在春节期间根本不够用。
“有些用户直接租车到了德州、济
宁、聊城等地，一用就是好几天，回
家自己充电。”在他看来，共享汽车
之所以在春节期间这么受欢迎，主
要是春节假期汽车租赁价格翻番，

“用我们的车一天的费用封顶129
元，而且春节假期新老用户都有
100元现金券，而租车的话一辆每
天得好几百元。”

该负责人说，去年12月28日，他
们的共享汽车品牌正式开业运营，
目前的订单量一共有8000多单，最
多的时候一天近300单。据悉，喜尔
客共享汽车最低消费价格为5 . 94
元，每公里收取0 . 98元，每分钟0 . 1
元。此外，该公司车辆还可以选择日
租和夜租(当日19点到次日7点)，价
格分别为129元/日和59元/夜。

能用的车不超过300辆

市民李女士家住高新区，与单
位之间距离较远，早高峰很难打到
车，上班经常迟到。2017年年底，李
女士发现自家附近出现了共享汽
车，便尝试使用了起来。在她看来，
共享汽车还是比较方便的，就是数
量少，服务有待提升。

“济南的共享汽车现在很少，
不超过300辆，对于济南这么大的
城市来说，远远不够。”业内人士
称，即使这些车全部在路上跑，市
民也很难见到。

记者调查发现，现在济南的共
享汽车主要有喜尔客、佳驾出行和
中冠出行三个品牌。喜尔客有150
辆 车 ，其 车 型 为 北 汽 新 能 源
EC200，两厢自动挡，租赁车辆需
支付租车押金1000元。该公司在核
心繁华区位设立了40多个直营站
点，满足用户的借还车需求。

中冠出行共享汽车车型为众
泰E200经济型，自动挡两座，租赁
车辆需支付2000元保证金，收费价
格按照“时长+里程费+保险费”来
计算，每个订单从车辆首次开门之
后计算收费，其中时长费用为
0 . 12元/分钟，里程费用为0 . 5元/
公里，此外另收取保险费4元/单。
其使用模式还有日租和月租方式，
价格分别为120元/天和3000元/

月。至于该公司的共享汽车数量，
工作人员称，“数据不对外公开。”

佳驾出行去年10月份开始在
济南运营，主要在西客站片区，共
有30多辆车，每小时收费10元，每
公里1 . 5元。与喜尔客和中冠出行
不同，该品牌用的都是燃油车，以
丰田致炫为主。

充电站仍是最大制约

“共享电动汽车的推广，充电
桩是制约。”一家共享汽车品牌负
责人说，共享汽车上路前，必须要
找到合作的充电站，而且要有合适
的取还车地点。

据悉，2017年下半年，巴歌出
行、易开出行和蓝狗等共享汽车品
牌都想进入济南，但因为各种原因
迟迟未落地。

2月28日，记者分别从巴歌出
行和易开出行获悉，他们都暂时无
法确定其共享汽车在济南的投放
时间。3月2日，记者获悉，蓝狗共享
汽车正在加快推动。

本月或再有新车上路

“我们计划本月中旬新增150
辆车，车型为江淮IEV6。”喜尔客
相关负责人说，他们还将新增18个
直营站点，每个站点的停车位达5
-10个。随着后期业务的拓展，他
们计划陆续向济南市场投放2000
辆电动汽车。

该公司相关负责人曾介绍，喜
尔客共享汽车已与江淮、北汽等新
能源电动汽车厂商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计划于明年3月份前陆续完
成600辆运营车辆的交付工作，并
争取在济南开设站点200个，建立
充电桩站100个，充电端口500个。

2日下午，山东乐泰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建刚介绍，他们
的共享汽车品牌最快将于3月20日
前后在济南投放。“我们第一批将
投放100辆车左右，包括猎豹、比亚
迪、长安逸动等品牌。”张建刚说，
他们的共享汽车到时候会根据不
同车型，按照时间和里程计费。

像猎豹这些车型最低消费6
元，每公里1元，每分钟1毛钱，每次
3元保险，“充值还有优惠，最高优
惠到每公里5毛钱。”据悉，未来乐
泰出行将在济南主城区投放超过
2000辆共享汽车。

去年12月，鲁e行在遥墙国际
机场设立共享站点,不过目前仅限
于公务出行。

相关新闻

公共车位拟改“共享车位”引争议
一小区商埠广场拟引进共享汽车，业主有不同意见

□记者 程凌润

生活日报3月2日讯 在济南
市康桥颐东小区北门西侧有一些
停车位，这些停车位旁边立起了
电线杆，拟建设共享汽车停车位。
原本这些车位是免费的公共停车
位，业主乔先生得知要建“共享车
位”，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

“共享车位”挤占了原有的免费停
车位，而且没有征求业主的意见。
该小区物业经理说，引进共享汽
车是一项便民措施，小区北商埠
广场共有150多个停车位，而共享
汽车停车位仅有6个。

乔先生说，他们小区有1000
多户，但是地下停车位仅有700个
左右，根本满足不了所有车主停
车的需求，一些车主就会把车停
放在小区北门的公共停车位上。

“这部分区域是属于全体业
主的，没有征得业主的同意，应该
取缔共享汽车停车位。”乔先生经
常把汽车停放在公共停车位，而
施工人员在铺设线缆的时候导致

很多车位不能用，给他带来了不
便，所以他向相关部门投诉。

3月1日下午，生活日报记者
来到康桥颐东小区北门，乔先生
所说的公共停车场内停放着很多
私家车，这些车辆中间立着三根
白色的电线杆，东侧两个电线杆
中间还有一个电箱，写着“有电”
的字样。“那里要建共享汽车停车
位，一共是6个，还没有建完。”该
小区一位保安介绍，具体情况不
清楚。

随后，生活日报记者来到康
桥颐东小区物业公司办公室，一
位张姓经理确认了他们物业公司
引进共享汽车并建设停车位的事
情，她说引进共享汽车主要是为
了方便小区业主乘车出行，小区
的业主可以在物业公司的APP上
使用共享汽车。

张经理说他们就公共车位改
建成共享车位向业主征集了意
见，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
可能是工人施工时占用车位引发
了业主不满。

小区北门附近停车场上已经安装了电线杆。 记者 程凌润 摄

去年年底，济南本土共享汽车品牌喜尔客上路运营。资料片 记者 李震 王健 摄

1 喜尔客 150辆

已有车辆

2 佳驾 30多辆

3 中冠出行 数据未公开

准备上路

1 蓝狗 加快推动

2 喜尔客 新增150辆

3 乐泰 首批100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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