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捐建完“南北充电之路”
他还要捐建“东西之路”
在宗毅看来，尽管发展电动车的“征

途”还很遥远，但是他发起的“特斯拉南北
充电之路”已经引起不少人的参与和支持。
“他们说也和我一起捐建特斯拉充电桩。”
在北京798艺术街区的捐建现场，不仅来
了很多网友，“罗辑思维”掌门人罗振宇也
前来力挺。更让宗毅感动的是，6位“特迷”
们还自发开来了特斯拉前来助阵，让网友
和市民进行试驾。
捐建好常州的充电桩，宗毅的下一站

是上海，宗毅说，他会把特斯拉充电站一直
捐建下去。“这20台充电桩只是首批，现
在我们建‘特斯拉南北充电之路’，下次我
们可能会建‘特斯拉东西充电之路’。”宗毅
说。 吕洪涛 文 朱臻 摄

城事 A3!!!!!!编辑 殷朝辉 版式 琬琰 校对 张莹 !"#$年%月&日 星期四 本版电话!'%%"("'!

常州华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向我局申请对常州飞天齿轮厂南厂
区地块（银河湾明苑30#房及其地
下车库）建设工程设计方案进行调
整，经审查，符合相关要求。请相关
利害关系人到该项目现场、售楼处
或登录常州规划网（常州规划网网
址http://www.czghj.gov.cn），查
看《常州飞天齿轮厂南厂区地块（银
河湾明苑30#房及其地下车库）建
设工程设计方案（调整）批前公示
图》并行使陈述申辩权。公示时间
2014年6月5日-6月16日。

常州市规划局
2014年6月4日

公 告

我市开通微循环公交
解决出行的“最后一公里”难题

本报讯 6月 4日起，我
市首条微循环公交 730专线
在天宁经济开发区正式开通，
这是常州市运管处、常州市公
交集团公司开展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和服务企业
的一项具体措施。
首条微循环公交线路每天

发车16个班次，班线间隔时
间30分钟，线路服务时间为：
7:30-18:00。线路由永宁公交
枢纽始发，沿途经过龙锦路、北
塘河路、北塘河路青丰路、恒生
科技园、三毛服装、润源电力、
上能新特变压器。线路长约5
公里，沿途设置5个站点。预计
受益企业约5家，受益企业员

工约1000人次。承担微循环
公交线路运营任务的是黄色的
超级巴士，荷载60人。
微循环公交跟常规公交的

不同之处在于，更多的是接驳功
能，即把乘客从不通公交的区域
接驳到一个公交中心站或枢纽
站，解决出行的“最后一公里”难
题。从班次安排上来说，有点类
似于定班公交或专线车。

江苏省内的其他城市，如
南京于去年 5月在仙林大学
城开通了6条微循环公交，苏
州也在金阊新城开通了微循
环公交，无锡最多，到去年年
底，无锡已经开通各类公交微
循环线路61条。"金琪 胡艳#

市区车用天然气价上调
出租车价格不受影响
本报讯 6月5日零时起，

市区车用天然气销售价格将由
现行每立方米4.50元，调整到
4.80元，上调0.30元。出租车
运行价格不受此次调价影响。

去年 7月 10日，国家天
然气价格改革给下游车用气
经营企业带来购气成本增

加，常州市物价局在组织调
研、召开用户座谈，以及按规
定程序上报等的基础上，决定
于 6月 5日零时起，对市区
车用天然气销售价格进行调
整，由现行的每立方米 4.50
元调整到4.80元，上调0.30
元。 "常价宣 盛栖$

清洁能源公交车占三成
我市大力发展公交环保车型

本报讯 今年6月，一批
最新的橘色超级巴士将交付
给市公交集团公司。彩色系超
级巴士不但外观靓丽迷人，与
传统的燃油公交车相比，油耗
更低。根据测算，按9米柴油
车平均百公里消耗24.24升来
对比，超级巴士平均百公里消
耗19.87升，以今年1～5月超

级巴士车辆总行驶里程 53.3
万公里计算，节约柴油2.33万
升，减少碳排放56.6吨。
据了解，常州公交目前使

用的清洁能源公交车有 LNG
车、CNG车和油电混合动力
车 ，环 保 车 型 比 例 已 达
32%。

%衡建 胡艳$

继北京、天津等6城市后，公益环保人士宗毅将“特斯拉南北充电之路”第7站设在常州
有了这个充电站，特斯拉、甚至是比亚迪电动汽车都可以来免费充电了。从此以后———

开电动汽车的人，都有了来常州的理由
“希望常州乃至全国的电动

汽车用户能用好这台充电桩，保
护好这台充电桩，并用行动支持
环保，提倡低碳生活。”昨天下午，
特斯拉超级粉丝、环保公益人士、
“打通中国第一条电动车南北充
电之路”活动发起人宗毅来到常
州，完成了对我市首座特斯拉充
电站的捐助。捐建的特斯拉充电
站位于飞龙体育公园北门芬妮体
验店的门外，经过改装的充电桩，
不仅可以为特斯拉充电，还可以
为比亚迪电动车充电。

“活动前，我们就已经购置
了一批特斯拉专用充电器，并
将这些充电器配置 15A标准插
座安装到专用电箱中。”和特斯
拉总公司的充电桩不同，这次
为常州捐建的充电桩是经过改
装的。宗毅说，之所以要改装，
是为了能让它发挥更大作用，
供不同的电动汽车使用。“目前
来说，经过改装后的充电桩，既
能为特斯拉充电，还能为比亚
迪充电。”

按照宗毅“打通中国第一条
电动车南北充电之路”的计划，
首批捐建的充电桩数量为 20

台，包括15座城市。之所以要免
费推广这样一个活动，宗毅说是
“怀着一颗环保的心，推广节能
环保的理念，引导更多人使用电
动汽车。这些免费充电站形成网
络，全国所有电动汽车使用者都
可以受益。”

在为常州捐建特斯拉充电
桩之前，宗毅等人已经完成了对
北京、天津、济南、青岛、徐州、南
京6座城市的捐建活动。宗毅一
行一共 3辆车子，一辆特斯拉、
一辆比亚迪电动车，另外一辆传
统汽车作为后援车，随行的一共
10人，都是宗毅公司的员工。

特斯拉、比亚迪的电动汽车都可免费充电

“叫我‘超级特粉’，不如叫我‘公益粉’”

绝大多数不认识宗毅的人
都问过他这样一个问题：“你
是特斯拉的员工吗？”宗毅说，
自己除了是特斯拉的超级粉丝
之外，和特斯拉没有其他关系
了，但这款车有一点是和自己
的事业是相通的，就是都和节
能环保有关。他是芬妮克兹的
CEO，该公司是生产“空气能”
节能设备的。

现在，宗毅最广为人知的
称呼是“中国超级特迷”。前段
时间，他刚为公司 20名员工每
人订购了一辆价值百万的特斯
拉电动汽车。这次“团购”特斯
拉的举动，不仅让宗毅一下子
成为国内最大的“特粉”，还让

他获得额外购买特斯拉充电桩
的“照顾”。因为，按照特斯拉
总公司的规定，一辆汽车只能
配一台充电桩。而这次捐建的
充电桩，就是特斯拉特批销售
给他的。

宗毅说，与其称他为“特
粉”，不如称他为“公益粉”。在
捐建特斯拉充电站以前，宗毅
就非常热衷公益。在广东的一
些山区，有他捐建的学校。但
是，结果却令他并不满意。“学
校建好了，没有老师肯来教，
使用情况并不好。”所以，现在
的宗毅总是说他是很无奈地
把捐建学校的钱投到捐建充电
桩上了。

环保爱好者“力争”下，常州成为第7站

和之前几个城市不同，只有
常州捐建的地点和宗毅的公司
有关———捐建在了芬妮常州体
验店的门前。其他几个城市，不
是捐建在像 798这样的艺术街
区，就是建在像大明湖饭店这样
的高级酒店，或者是建在汽修厂
和4S店。

对所捐建的城市，他们最看
重两点：第一，该城市要有电动汽
车；第二，要有志愿者愿意提供安
装充电桩的场所，还能提供精心
看护，且不能收取任何费用。
“本来不愿意捐建在公司附

近，但是这边环保爱好者太热

情。”宗毅所说的“热情的常州
人”是指马纪骉，他是芬妮常州
的负责人，和宗毅算是同事。但
是马纪骉告诉记者，同事关系并
没有带来对他的“照顾”。

为了说服宗毅等人到常州捐
建，马纪骉没少说“好话。”“主要
是让他们明白我是一个多么热
爱环保和低碳的人。”马纪骉曾
用这些事情来向宗毅“游说”：自
己即使有车，但只要不是下雨天
都坚持骑车上下班；在公司倡导
用铅笔办公、重复使用纸张。这
些，给最终打动宗毅起到了一锤
定音的作用。

一路上想充电都很难
曾充一次电开了450公里

宗毅等人是在5月20日从广东出发
的，然后一路北上，于5月24日抵达北
京。宗毅等人的公益行为尽管得到不少网
友的力挺，但是也有不少人表示怀疑。“以
为我们是作秀，还有人以为我们是做广
告。”
令宗毅等人更苦闷的是，一路上电动

车需要充电，但是很少有场所给他们提供
方便。
从南走到北，再从北走到南，这也给电

动车“证明”自己的机会。一般情况下，特斯
拉行驶300多公里后就要充一次电。但宗
毅开着他的特斯拉，从青岛加满电后，一口
气跑到徐州，路程达450多公里。
“十个小时加满电的成本才50元，能

跑450多公里，同样的路程，用汽车要烧
多少钱的油？”宗毅说。

安装完毕!宗毅开始为他的特斯拉充电"

实际加50升仅省2块钱
网络“传说”夏季早晚时段加油最省钱

本报讯 近日，关于“高温
下如何加油最省钱”的话题再
次在网上掀起一股讨论潮。根
据网上的说法，由于液体热胀
冷缩，在油箱容积一定的情况
下，温度越高，汽油的体积越
大。同样一箱油，在早晚气温较
低的情况下加油可省不少钱。

不过，近日，市民黄先生
在进行了一番实验后却发现，
车主利用气温省油钱的方法
并不靠谱。

在实验中，黄先生拿车主
常加的 92号汽油进行了测
试，在分别用冰水控制低温、
用热水控制高温后，使用酒精
温度计和电子秤进行测量，计
算汽油在不同温度下的密度。
黄先生在分别用热水和冰水

控制汽油温度为37℃、21℃的
情况下 ，得出数据：如果汽车
的油箱是50升的话，同样加
满油，在21℃下比37℃下能
多加700克的油，若取加油站
平均油温情况下0.738克/毫
升的密度计算，看上去似乎的
确能节省好几块钱。

但据加油站工作人员介
绍，加油站储油池的深度一般
在地下4米以下，油温几乎恒
定，即使外界温度再高或再
低，油温上下幅度不会超过
4℃。因此，以50升汽车油箱
为例，同样加满油，在 17℃下
比21℃下仅能多加200克#约

!"#$升$，按照7.77元/升来
计算，仅省钱2.1元。

"实习记者 徐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