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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难背后
是数以亿计的市场潜力

在成都市高新区英郡小区， 记者通
过“私家车位”App选定车位，系统生成
一个验证码， 安保人员登记验证码、车
牌号等信息，车辆便可进入小区，根据

“地图”找到指定车位。 记者以 5元钱的
价格停放了 1 小时 30 分钟， 约比周边
占道停车位价格低 50%。

“私家车位”的开发者，成都途图乐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殷晓舜说，“私家
车位”已入驻成都 300 余个楼盘，大约
12万人认可、支持车位共享。 另一家公
司，成都宜泊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在成都
发布了 6 万个共享车位，2018 年共享
车位交易超过 1万笔。

市场已经嗅到了机会的味道。 北京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联合
中国重型机械工业协会停车设备工作委
员会发布的《2018年中国停车行业发展
白皮书》显示，截至 2018年底，我国核准
城市停车专项债券近 2100亿元。 目前，
ETCP、有位停车、车位分享、蜜蜂停车等
数十款与共享停车有关的 App 已经上
线，大中城市纷纷加入共享停车的版图。

2018年，北京市立法鼓励单位和个
人开展停车泊位有偿错时共享。 2017
年至 2018 年， 由上海市交通委牵头的

“创建停车资源共享利用项目” 已累计
建设 333个项目、落实约 1.35 万个共享
泊位。 在西安，一些车位底部安装了智
能底盘锁，有车辆停进之后，智能底盘
锁会自动打开升起，车主驶离时只需用
手机扫描停车位上的二维码付款后就
可以开走车辆。

共享停车落地遭遇三大难题
共享停车市场扩大的同时，深层次

问题也开始浮出水面。 部分地区的鼓励
政策尚未细化落地，业主和物业对共享
安全仍有担忧，缺乏规模甚至让一些地
区共享停车市场开始萎缩。

《2018 年中国停车行业发展白皮
书》显示，截至 2018 年底，我国 36 个大
中城市中 34 个城市颁布了停车地方性
法规或政府规章。 但记者调研了解到，
由于历史遗留问题，一些城市的停车情
况非常复杂，鼓励共享停车的原则性政
策迟迟难以细化落地。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说，
《北京市机动车停车条例》 明确要求制
定的 12 项配套制度已出台 9 项。 2019
年 9 月底前，要出台发布“停车设施有
偿向社会开放办法”，进一步盘活资源，
提高利用效率； 要在 2020 年出台发布

“停车信用机制实施办法”，尽快构建停
车信用奖励和联合惩戒机制。

在用户层面， 安全性和不按约定
时间停车成为首要担忧。“外来车辆随
便就能进来，住户的财产、人身安全如
何得到保障”“万一有车辆剐蹭后逃
逸，向谁追偿”“共享时间到了，临时停
放的车还没走怎么办”，类似的担忧并
不鲜见。

为了激励车主共享车位，石家庄一
共享停车平台设计了利益分成：65%归
业主，25%归物业，剩下 10%归平台。 但
实际推行中订单不多、 收益不理想，影
响了业主和物业的积极性。 该市“小桩
停车”2017年上线后， 有数百个私人用
户共享车位，但长期乏人问津，车位数

量不但未增长，反而开始缩减。

化解城市停车难需要多措并举
受访专家认为，化解城市停车难需

要综合施策。 特别是一些城市核心居住
区、老旧小区，一方面要把共享停车作
为解决停放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要加
大居住区挖潜，增加车位供给。 同时，强
化违法停车治理，形成精治、法治、共治
并重，挖潜、共享、建设相互促进的治理
正循环。

全国人大代表、邢台学院文学院教
授陈凤珍认为， 政府可制定总体方案，
一方面推动停车立法先行，制定配套政
策和相应的技术标准；另一方面，对相
关的经营企业、 停车场等提供优惠政
策，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

多位业内人士指出，共享停车的核
心是建立有效的公共信息管理服务平
台，整合城市的停车资源。 要从停车规
划、投资、建设、验收、执法等多个环节，
做到信息摸得清、问题解决准。

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工程师孙海
瑞认为，使用安全是共享停车发展的基
础。 随着共享停车用户的增加，平台企
业有必要将提升使用安全作为研发重
点。 此外，大城市内各区域的停车情况
千差万别，停车治理方案应该以小区域
作为对象。

北京市民余潇啸说，引导业主共享
车位要让人“有利可图”。 应该让市场说
话，让供需关系来决定车位价格。 政府
部门需要做好价格监管， 确保定价合
理。 通过出台指导办法，引导各区域制
定符合实际情况的共享车位价格，释放
全社会的共享热情。 /新华社

中车株洲电机公司 17 日发布了时
速 400 公里高速动车组用 TQ-800 永
磁同步牵引电机。 这标志着我国高铁动
力首次搭建起时速 400 公里速度等级
的永磁牵引电机产品技术平台， 填补了
国内技术空白， 为我国轨道交通牵引传
动技术升级换代奠定了坚实基础。

据中车株洲电机公司牵引电机研究
所副所长李广介绍，这款“永磁高铁”电
机具有多项优点。 如采用全新的封闭风
冷及关键部位定向冷却技术， 确保了电
机内部清洁并有效平衡了电机各部件的
温度；采用新型稀土永磁材料，有效解决
了永磁体失磁的难题； 结合了大功率机
车和高铁牵引电机绝缘结构的优点，具
备更高的绝缘可靠性。

李广表示， 相比传统的异步牵引电
机，这款“永磁高铁”电机具备功率密度
更高、效率更高、环境适应能力更强、全
寿命周期成本更低等比较优势。

在经历了“直流”“交流”后，世界轨
道交通车辆牵引技术正在朝 3.0 版的

“永磁”驱动技术发展。 这款永磁同步牵
引电机的各项性能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 将用于驱动我国重点研发项目———
时速 400公里跨国互联互通高速列车。

/新华社

“农村乡乡有邮政网点，这个目标已
经完成。上个月，村村直接通邮任务提前
一年完成。 ”17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邮政业改革发展成效发布会上，国
家邮政局局长马军胜说。

马军胜说，建制村直接通邮、特别边
远地区直接通邮是德政工程。“在新疆塔
什库尔干自治县有个行政村， 到村里需
要翻过 4000 米的雪山， 这个邮路一直
以来没有畅通。 邮路打通后，邮件、报纸
定期送到行政村里， 村里的少数民族老
大爷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马军胜说。

“村村通邮、快递下乡打通了流通渠
道，为农业现代化找到一条新出路。 ”马
军胜说， 过去人们想吃农村特产经过层
层批发，现在快递可以直接送到家，基本
上实现了“从枝头到舌头”的畅通，意义
非常大。

马军胜表示，下一步，要把邮政快递
网络渠道跟电商紧密衔接，打造“邮政快
递 + 农副产品 + 农村合作社 + 电商能
人”模式，为精准脱贫和乡村振兴服务。
推广快递和邮政合作， 三年以后要实现
快递进村，除了快递企业要走下去之外，
还要倡导跟邮政紧密合作。

据介绍， 我国已经成长为世界上发
展最快、最具活力的新兴寄递市场，包裹
快递量超过美、 日、 欧等发达经济体总
和，成为世界邮政业的动力源和稳定器。

/新华社

政策不细、缺乏规模、收益不高

共享停车遭遇落地难

消防之声

国网松原供电公司开展职工篮球赛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丰富广大员工的业余文化生活，增强团队精
神和集体凝聚力，日前，国网松原供电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组织员工开展迎国庆“超越
杯”职工篮球赛。比赛期间，全体运动员本着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宗旨，赛出风格，赛
出水平，赛出道德风尚。在比赛中，各参赛队
员全力以赴、积极防守、敢打敢拼。 赛场上，
双方球队拼抢激烈，带球、运球、投篮等一系
列动作潇洒、规范，引来围观群众的一阵喝
彩。 每名队员都打出了自己的水平，赛出了
体育精神。 此次篮球比赛，不仅丰富了员工
们的业余文化生活，更燃起了员工们投身体
育运动的热情和信心，同时增强了相互沟通
和相互学习的团队意识，增进了员工间的友
谊，培养了团队协作的精神，有力地推动了
公司蓬勃健康发展。 /侯吉

永吉消防救援大队
深入水电社区开展消防知识培训

近日， 永吉消防救援大队监督员深入水
电社区，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培训演练工作，共
同构建平安和谐社区环境。 此次活动主要针
对社区工作人员展开， 监督员围绕火灾的特
点、 预防及突发性事件的应急救援和疏散逃
生开展讲座， 通过数据统计并结合近期全国
火灾案例让参训人员认识到火灾的危害性。
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从常见火灾预防、初期
火灾补救方法、 人员疏散以及各种灭火器材
等基本常识进行了分析和讲解。 之后针对社
区存在的普遍性、常见性问题，遇到火灾，如
何正确报警， 如何预防家庭电器起火等消防
安全知识。 最后对社区人员提出的有关消防
常识、火场逃生等问题，大队监督员一一进行
了解答。 /记者 吕闯 报道

吉林市昌邑区消防救援大队
联合商务系统开展行业检查

为加强国庆前消防安保工作，让广大人民
群众过一个祥和、平安的节日，9 月 9 日，吉林
市昌邑区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区商务局， 对东
市商贸圈东市华阳、 东市汇龙等几个大型商
场进行了检查。 每到一个场所，带队领导都要
认真查看单位消火栓系统、供水系统、防火分
区、防火分隔、自动灭火系统和防排烟系统，
询问安全责任制的落实情况， 检查消防安全
巡查记录情况，过节值班安排情况。 检查中，
检查组发现农贸市场占道经营现象突出，对
此当即要求市场管理人员进行立即整改，并
指出农贸市场人流量大、用电设备多，火灾危
险性大，加大平时的巡查监督力度，确保疏散
通道的畅通。 还叮嘱商场临时负责人认真做
好节日期间的消防安全工作，加强人员配备，
死看死守。 /记者 吕闯 报道

永吉消防救援中队组织开展
辖区重点单位“六熟悉”

为加强对辖区重点单位熟悉程度，全面提
高火灾事故处置能力，永吉消防救援中队于近
日深入辖区“龙福佳宴”开展“六熟悉”工作。在
“六熟悉”过程中，消防员在该单位负责人的带
领下对该单位的消防安全通道位置、 水源位
置、消防泵室、疏散楼梯、安全指示标志、室内
消火栓、灭火器数量和位置等以边看边记的方
式进行了熟悉了解，并认真对单位内部建筑结
构、 周边环境等基本情况进行了细致的熟悉。
特别是室内消火栓和各个疏散出口的位置，以
保证在发生火灾或各类突发事件时第一时间
到达现场，准确、迅速地实施救援和疏散，从而
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期间，
中队干部随机对熟悉内容按“战斗员、供水员、
驾驶员”等岗位提问，以此来检查每一名消防
员的熟悉成果。 /记者 吕闯 报道

吉林市昌邑消防救援大队悬挂条幅
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
消防宣传工作

为有效预防和遏止火灾事故发生、让人民
群众认识消防，了解消防，参与消防，在全区
营造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 目前吉林市昌邑
区消防救援大队积极发动全社会的力量，现
已制作 100 余条消防宣传条幅， 悬挂在昌邑
城区繁华地段显眼的位置， 全面掀起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消防宣传工作热潮。

“注意消防安全、 外出关闭电源开关……”一
条条内容通俗易懂、 贴近群众的消防宣传条
幅营造了浓厚的消防安全氛围， 使群众在工
作闲暇之余感受到消防安全的重要性， 在潜
移默化之中将日常防火安全常识“镌刻”在心
坎上、脑海里，提高大家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
自救能力。 /记者 吕闯 报道

辽源龙山消防中队组织开展
道路熟悉及消防水源检查工作

近日， 国网汪清县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
来到各乡镇小学， 全面检查校园内的供电设
施、配电线路情况，及时查找处理安全隐患，
还组织开展“电力知识小课堂”，为广大师生
宣传节约用电、 安全用电知识， 为新学期学
校安全用电创造良好环境。 活动中， 服务队
员们结合宣传挂图、 安全口袋书， 重点向学
生们讲解了安全用电、 防触电的相关知识和
技能， 引导他们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远离意
外触电伤害， 增强安全用电以及保护电力设
施的意识。 在互动提问环节， 孩子们纷纷举
手作答， 活动氛围热烈而愉快。 用电知识讲
解结束后， 党员服务队员们还向孩子们发放
了安全用电宣传单，并对学校的用电设备及
线路进行了检查。 据悉，此次“安全用电进校
园”活动，累计发放安全图册 720 份，现场解
答用电问题 26 件。 / 千松玉

国网汪清县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
开展新学期“安全用电进校园”活动

由于近期辽源市内多条道路恢复通车，为
进一步加强对辖区道路恢复情况的了解及消
防水源的使用管理，9 月 16 日下午，龙山消防
中队组织队员开展道路熟悉及消防水源检查
工作。中队队员重点熟悉了辖区内交通恢复状
况，了解通往水鹤及消火栓的道路是否有封闭
情况并对道路状况进行了记录。随后检查了消
火栓阀门是否灵活好用， 螺丝接口是否完好，
消火栓零部件是否有损坏、锈蚀以及消火栓附
近是否有影响灭火救援使用的障碍物等。在检
查的同时， 中队及时将辖区市政消火栓的位
置、数量、压力、是否损坏等情况进行了登记造
册管理。针对部分损坏、无法使用等问题，中队
队员将在统计整理后及时向相关管理部门反
映。 此次检查，确保在灭火救援中能够准确定
位，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消防安全
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 记者 吕闯 报道

我国研制出时速400公里
“永磁高铁”电机

我国实现建制村直接通邮

出租私家车位可以躺着赚钱，开放单位、酒店车场能够方便市民……一段时间以来，全国不少地方频频探索共享停车的实招、妙招，让人嗅
到“互联网 +”落地停车场的清新之风。 然而，记者调研发现，随着共享停车市场扩大，一些深层次矛盾开始凸显：部分地区的鼓励政策尚未完全
落地，业主和物业对使用安全仍有较大忧虑，缺乏规模甚至让一些地区共享停车市场开始萎缩。不少人对共享停车仍在观望，不愿“下水”一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