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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从 Uber、滴滴打车，
到如今街头巷尾随处可
见的共享单车，都是分享
经济的不同形式。当人
们不再专注于对生产资
料所有权的占有，新的生
产关系将可能实现更大
的 经 济 价 值 。 在“ 互 联
网+”的情境下，资源共
享正变成了无限可能。

更多样化选择的
出行方式
眼下的海口，共享单车遍布大
街小巷，大多数人已经接受这种出
行方式。
“共享”是现在信息时代，又
或者说是互联网精神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摩拜单车、ofo 共享单车以
其低廉的价格和广泛的铺设帮助人
们建立起共享出行的概念。然而，
共享单车“方兴未艾”，另一种新的
共享模式也是“小荷才露尖尖角”。
手机预订、车型自选、随租随走、新
能源汽车等特点让其迅速火了起来
——EVCARD，电动能源汽车分时
租赁。
今年 3 月初，EVCARD 登陆海
口。首批 EVCARD 在海口上线运
营 10 个网点，35 台车辆，分布在海
口市城区周边，包括主要交通枢纽
火车东站周边商圈、观澜湖景区、西
海岸、海甸岛等区域，可选择的车型
包括荣威 E50、奇瑞 EQ、之诺 1E、北
汽 EV160、普力马 EV 和宝马 I3 等。
“EVCARD 在海口的落成，为海口
城区的交通出行带来多样化选择，
为消费者出行带来便利。”环球车享
（海口）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任淼说，共享汽车采用商家直接面
向消费者（B2C）的模式，本质是“互
联网+”条件下的租赁业，公众作为
消费者参与了“分享消费”。
EVCARD 为 环 球 车 享 汽 车 租
赁有限公司旗下的电动汽车分时租
赁品牌。截止 2016 年底，环球车享
已 进 入 23 个 城 市 ，租 还 热 点 超 过
2800 个，运营车辆超过 8500 辆，月订
单突破 30 万个。据介绍，环球车享
（海口）由环球车享汽车租赁有限公
司出资组建，注册资本 2000 万元。
公司以新能源电动汽车分时租赁业
务为主营业务，包括个人分时、企业
分时、企业长租、旅游产品的日租服
务、机场与公共交通、酒店与景区之
间的轻自驾分时租赁业务等。目
前，该项目入驻海南复兴城互联网
创新创业园洪泰创新空间。
目前 EVCARD 海口站已建及
建设中网点 30 个，待建 100 个网点，
总计投入 300 辆车，若干网点规划建
设中，未来将完全覆盖海南省各个
城区，为广大市民的出行提供多元
化的选择和便捷绿色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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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预订、车型自选、随租随走——

我有好车出租，
你有兴趣吗？
□ 本报记者 洪佳佳

刚从商城出
来 ，小 王 用 手 机
APP，在地图上找
到 EVCARD 电动
汽车最近租赁点，
看了看可用车辆
数和每辆车的可
用电量，预约了一
辆电量较足的。
到达后，她先拔掉
充电手枪，取出会
员卡，在挡风玻璃
的感应区刷卡打
开车门，启动后开
出 停 车 位 —— 前
后只用短短几分
钟，
“ 还可以通过
手 机 APP 开 关 车
门。
”
回到小区南
亚广场附近，小王
驶入专用车位，下
车后插上充电手
枪，刷卡锁车门，
通过手机支付宝
支付费用，也可选
择微信、银联等方
式。
在海口，路人
发现不少绿白相
间的小型车很抢
眼，在购物中心、
商 业 场 所 、办 公
楼、交通枢纽等地
都有专用车位
——EVCARD 电
动汽车分时租
赁。3 公里内的短
途出行用共享单
车，如果更远呢？
共享汽车就有用
武之地了。

EVCARD 海口某网点。环球车享（海口）供图

解决城市交通、生活的痛点
海口南亚家乐福，刚购物完的方女士提着大
包小包，刚打算叫的士时，发现了刚建成的分时
租赁南亚广场网点，于是下载了 EVCARD APP，
不到两分钟，方女士便预约了一辆 EVCARD 新
能源电动汽车，从家乐福开到了家附近的蓝天大
厦网点，全程用时 11 分钟左右，总花费不到 6 元，
方女士不禁感叹道：
“以前一个人出去逛超市，等
公车要等很久，人还多，又挤又麻烦，打车也不方
便，价格还贵，现在用 EVCARD，在我家附近就有
网点，租个车去逛街，又方便又省事，还便宜。下
午和姐妹们约了到新城吾悦广场，APP 上看到海
口喜盈门广场有网点，开过去只要 30 分钟，只要
花 15 块左右，
比打车便宜多了！”
对于共享汽车，不少市民都感觉新鲜，
“比如
说周末出行或是短途出行，我可以用这样的车，
要不然如果租车费用就会高很多。”市民宋先生

说，起码价格方面共享汽车就很吸引他。
据悉，一辆 EVCARD 新能源电动汽车标准
租金为：前 30 分钟 15 元，超 30 分钟后 0.5 元/分
钟，每 24 小时最高 180 元。开始计费时间以实际
刷卡取车时间为准，结束时间以手机客户端或官
网上点击“还车”
成功时间为准。
除了租金成本较低外，
EVCARD 分时租赁还
针对用户和城市资源的痛点提供解决方案。像上
述的方女士一样，有驾驶执照但没有汽车或者是
不愿养车又想自己开车的人，EVCARD 把使用权
转移给这部分人，解决他们的交通出行之困。在
海口，上下班时间用车紧张，坐公交特别挤，打的
又很难，
提前预约一辆租车，
开到目的最近的网点
再退还，可以大大缓解用户的出行不便。从体验
自驾的角度来讲，
来海口旅游，
有驾照的人需要在
海口自驾，
共享汽车就可以派上用场。

1000 个网点 3000 辆车的
“小目标”
眼下，
环球车享（海口）已与海南省直三大办公
区达成建设新能源汽车分时租赁项目合作事宜。
2016 年 4 月出台的《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大
力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促进生态省建设的实施
意见》
（琼府〔2016〕35 号）提到，支持社会资本进
入新能源汽车运营服务领域，在公交客车、出租
车、公务用车、城市物流等公共服务领域探索特

（环球车享未来四年在海南省的业务规划）

许经营、融资租赁运营、合同能源管理等模式；在
个人使用领域探索分时租赁、车辆共享、整车租
赁、按揭购买新能源汽车等模式；推动移动互联
网、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在新能源汽车运
营模式中的创新应用，鼓励互联网企业参与新能
源汽车的推广运营。
根据公司在海南省的运营发展计划，公司
开展新能源电动汽车分时租赁业务将分为三期
建设，总投资约 10.4 亿。第一阶段“业务试水”，
拟在省、市机关大院、重要交通枢纽、商业文化
教育场所及人口密度相对集中办公场所布点，
开展首期示范运营,计划建成网点不少于 30 个，
投放新能源车辆不少于 100 辆，分时租赁专用充
电停车位 200 个左右；第二阶段“批量投入”，依
托前期示范运营成果，向大型商业综合体、旅游
景点和服务中心、酒店、医院、高校、科研院所、
企业以及具备条件的小区拓展，建成网点不少
于 300 个，投放运营车辆不少于 1000 辆，分时租
赁专用充电停车位 2000 个左右；第三阶段“规模
经营”，继续完善海口市的分时租赁网点，辐射
至海南省其他重点城市，建成网点不少于 1000
个，投放新能源汽车不少于 3000 辆，分时租赁专
用充电停车位 6000 个左右,使新能源汽车分时
租赁成为广大市民出行、商务、旅游、公务活动
等的重要出行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