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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停车设施建设调查（下）

苏州：建立现代全方位立体式城市停车系统
本报记者
据苏州市交通指挥中心统计，苏州市汽车保有量为
275.43 万 辆 ，2015 年 平 均 每 天 新 增 1006 辆 。 根 据 普
查，苏州市只有停车泊位 42.4 万个，其中道路停车泊位
2.1 万个，停车场泊位 40.3 万个。停车泊位供应缺口大，
已成为制约提升城市品质的拦路虎。2013 年以来，苏
州深挖资源潜力，拓展思路，努力建立现代全方位立体
式城市停车系统，缓解城市停车压力。

深挖盘活闲置资源
在苏州市儿童医院，每天就诊的人流量非常大，停
车成了大难题。2013 年 10 月，苏州市将位于医院对面
拆迁后闲置的原苏州中医院旧址暂辟为临时停车场。
管理员黄师傅告诉记者，停车场有 500 个左右的车位，
除了儿童医院就诊停车外，还因为距离这里 1 公里远便
是苏州最繁华的商业区——观前街，逛街、购物的市民
也大都把车停泊在此，平均每天有约 2000 辆轿车进出。
“符合公共停车场建设条件的，尽量建设公共停车
场。”苏州市政公用局副局长胡春明告诉记者，土地资源
稀缺是现实的状况，在苏州老城区大规模建设停车场不
现实，只能利用一些“闲置资源”。目前在苏州老城区人
流密集，停车问题突出的商业区、医院附近已有 18 个
“闲置地块”被临时征用，5600 个泊位投入使用，区域停
车压力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科学调度停车泊位
记者了解到，2007 年苏州市开始道路停车泊位招

薛海燕

投标工作，开始市场化运作道路停车泊位，制定出台了
《苏州市区道路机动车停车泊位公共服务权公开转让实
施方案》。
苏州市停车管理所办公室贡澄伟告诉记者，苏州
每年分别在 4 月和 10 月进行两次道路停车泊位服务拍
卖，竞拍的道路由交通主管部门确认，一般来说，会
充分考虑交通流量、道路设置，尽可能避开交叉路
口、拐弯路口、公交站台等路段。记者采访时看到，
贡澄伟正在提醒有意向从事道路停车管理工作的章师
傅，注意当地报纸，每年道路泊位招投标工作公告均
会在媒体发布。
据介绍，每轮道路停车泊位公共服务权转让时间为
2 年，只要持有苏州市区工商营业执照、注册资本 50 万
元以上、且无不良从业记录的企业法人，均可以参与竞
拍。拍卖采取“密封式递价拍卖”方式，与其他资产拍卖
一样，拍卖全程在财政、公安、物价、纪委多个政府职能
部门监督下公开进行，买受人一经中标，当场签署确认
文件书。目前，已有 20 家企业参与了苏州停车泊位公
共服务权转让拍卖。
经过多年运作，苏州道路停车泊位市场化水平已日
趋成熟。数据显示，2007 年以前，苏州市场化管理的车
辆泊位只有 126 个，占总泊位的 4%；通过停车泊位公开
转让，苏州实现了 100%停车市场化管理。

推进 P+R 停车场建设
随着城市发展扩大，地铁、轻轨已成为城市交通的
核心组成，配合这些快速城市干线铺设，公共自行车和

P+R 停车场越来越成为都市人出行的主要模式。
“静态交通设施建设，旨在积极引导市民利用公共
交通绿色出行。”胡春明说，目前苏州市区范围内已建
成公共自行车网点 1130 个，近 3 万辆公共自行车投入
运营，市民累计办卡 62.9 张，市民每天使用超过 15
万次。
小张是新苏州人，家住苏州工业园区，工作单位
则在老城区的观前街附近。2012 年之前，他每天开车
上下班，遇到上下班高峰时段，马路经常堵得他咬牙
切齿。2012 年 5 月，苏州地铁 1 号线通车后，情况有
了很大好转，如果赶时间，他就直接乘地铁上下班，
40 分钟就到单位。去年园区钟南街站换乘点建好后，
他上下班时间又节省了不少。早晨 8：00 从家里开车
出发，5 分钟后，把车停到换乘停车场，乘上 1 号线，
20 分钟车程就到观前街的乐桥站，8：30 他已准时到
岗上班。
2015 年以来，苏州大力推进轨道交通 P+R 停车场
建设。所谓 P+R 停车场（库）是指与轨道交通相衔接，
以适当的停车收费价格引导和鼓励驾车人将机动车在
此停放后换乘轨道交通出行的公共停车场（库）。根据
规划，到 2016 年，市区还将建设完成 17 处 P+R 换乘停
车场，总计可提供 1.1 万个停车换乘泊位，目前已建成了
4 处 P+R 换乘模式。
胡春明说，P+R 建设旨在引导城市外围地区司机改
乘轨道交通进入中心城区。形成短距离出行选择步行
和公共自行车，远距离出行则选择“P+R 换乘”或“公交、
轨交+公共自行车”的出行方式，从根本上缓解城市交通
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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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游艺路公共停车场
位于汉口游艺路与顺道街路口
东侧，项目周边区域是全市重
要的建材装饰市场。停车场建
设前，在 300 米半径范围内路
边停车总量约为 350 辆，其中
违章占道停车 210 辆，严重影
响城市道路交通通行。对此，
武汉市下决心投入重金，在游
艺路建设公共停车场，以改善
这一地区的交通状况和停车难
问题。
据武汉城投停车场公司负
责人介绍，综合考虑城市机动
车拥有量的增加、周边区域土
地开发成熟度及停车发展战
略，预测 2020 年游艺路公共停
车 场 的 停 车 需 求 约 310 个 泊
本报记者
位。单纯建设游艺路公共停车
场，项目总投资约 1.7 亿元。其
中拆迁费用 1.2 亿元，绿化费用
250 万 元 ，建 安 费 用 4800 万
元。据此估算，单个泊位建设
郑明桥
成本约 80 万元。根据目前停
车收入每个泊位每天 44 元计
算，
约需 60 年才能收回投资。
“按照武汉市发改委的批
复，我院重新设计规划了游艺
路公共停车场建设方案，确立
了‘以项目养项目’的目标。”武
汉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工程
师刘进明对记者说，在地面设
置总面积为 10375 平方米的配
套商业办公楼，在城市绿地和
地面商业办公配套设施下面建
设 2 层停车库，
车库及地面配套
设 施 建 筑 面 积 为 10500 平 方
米 ，其 中 ，地 下 一 层 车 库 提 供
170 个停车泊位，
地下二层提供
121 个停车泊位，
在地面沿场地
内部通道一侧再设置 30 个地
面停车泊位，游艺路公共停车
场总停车泊位达到 321 个。
记者了解到，游艺路公共
停车场建成投入运行几个月
来，运行状况良好，整体项目和商业办公部分的财务税后
内 部 收 益 分 别 为 7.63% 和 8.89% ，高 于 全 市 同 行 业 收
益。据专家分析预测，游艺路公共停车场整体项目、商业
办公楼动态投资回收期为 39.78 年和 30.55 年。
“市区中心建筑密集，寸土寸金，土地资源稀缺，游艺
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物业’投资平衡机制和通过项目
养项目的建设模式，为城市公共停车场建设提供了有效
的实践。”武汉城投停车场公司董事长刘伟说。
一方面，拆迁难度大、建设成本高、缺乏停车产业化
政策、停车收费和管理不完善等诸多方面，制约着武汉市
公共停车场建设；另一方面，已建成投入使用的路外公共
停车设施利用率不高，大部分处于闲置状态，也大大制约
了社会资金参与路外公共停车场建设的积极性。
停车产业是一个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同时又是一个
朝阳行业，武汉市政府已按计划把停车场行业作为一个
新兴的服务产业来扶持。据武汉交通发展战略研究院副
院长张本湧介绍，为鼓励民间资金投入到公共停车场的
建设中来，武汉市政府制定了三大优惠政策：一是出台了
《关于加强公共停车场建设的通知》，本着“谁投资、谁经
营、谁受益”的原则，鼓励社会投资人投资建设、经营公共
停车场；二是公共停车场项目的市政基础设施配套费按
现行标准的 50%计收，机械立体停车场建筑面积按实际
层数面积的 50%折算；三是按照“路内高于路外、白天高
于夜间”的停车收费原则，调整停车价格政策，逐步通过
提高收费标准调节停车行为。
“到 2020 年，武汉机动车保有量控制目标为 230 万
辆，主城区预计在 130 万辆以上，需要停车位 150 万个。”
刘伟说，近几年，随着武汉市要求城市开发项目必须配建
公共停车场的政策的实施，武汉市通过这种形式配建的
公共停车位的增长数量与机动车保有量的增长数量基本
持平。
“到 2020 年，武汉缓解停车难不再是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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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缩短回收投资

上图 在武汉市武昌区沙湖路，为招揽顾客，一家餐
馆门前的公共车位几乎全被侵占，非就餐车辆不允许停
放。
本报记者 郑明桥摄
右图 在北京市朝阳区某小区，原本宽敞的马路被
停放了三排车辆，非机动车道也被挤占。从此经过的行
人、非机动车和机动车要格外小心，以免发生车辆刮擦等
交通事故。
本报记者 亢 舒摄

查阅了国内外治理停车难
的资料，
发现专业的规划、
建设、
管理，可以提高停车场的科学
性，对治理停车难起到一定作
用。然而，城市的空间有限，停
车场建设也必须在城市的整体
规划下和有限空间内做文章。
解决停车难问题，
绝不仅仅是一
味增加停车位，
停车设施的规划
应本着发展与控制相结合的原
则。整个城市出行环境的提升，
不仅需要提高停车场规划和建
设的科学性，
更需要从出行理念
亢
等各个方面进行根本的改善。
首先，公共交通科学的规
舒
划和管理很重要。如果城市中
心区的公共交通枢纽站的配套
设 施 十 分 完 善 ，公 共 汽 车 、地
铁、火车站之间换乘十分便利，
在地铁、公共汽车枢纽站口自
用自行车或取用公共自行车十
分方便，就有望将机动车出行
的一部分人引至公共交通上
来。从日本、中国香港等一些国
家和地区的经验看，四通八达
的公共交通，特别是更多的车
站出站口直通大型商场、大型
写字楼，以及科学的公共交通
换乘规划和设计，让乘客通过
很短的路途就实现方便换乘，
是吸引大家利用公共交通，减少自驾车出行的重要前提。
其次，
绿色出行不仅需要倡导，
为其提供必要保障也迫在
眉睫。利用公共交通是绿色出行最主要的方式，
除此之外，
还
有自行车出行和走路出行。每年 9 月 22 日是世界城市无车
日，
这项活动在中国开展了 9 年，
目前有 170 多个城市参与，
每
到这一天，
各个城市开展不同活动倡导大家绿色出行。绿色
出行需要倡导，
更需要加强与绿色出行相关的各种保障。当
前，
特别是在大城市，
自行车出行面临窘境。一方面，
由于机
动车数量猛增，机动车与自行车争夺路权的情况十分突出。
很多路边停车场干脆就把停车线画在自行车道上，
自行车无
路可走，
有时不得以与机动车走同一个车道，
十分危险。另一
方面，
自行车还面临存车难。很多大型商场、
写字楼建有漂亮
的停车场，但仅仅针对机动车，而自行车和电动车则无处可
停，
这样一来，
一部分希望绿色出行者由于自行车停车难只能
就此作罢。另外，
一些地铁站和公交车站，
大量自行车横七竖
八地摆放，
无人看管，
让很多本想骑自行车去换乘地铁的人担
心自行车丢失，
而只能选择乘坐出租车或其他方式。自行车
摆放不整齐，
对城市面貌也有不良影响。
此外，城市总体规划的科学性，也能够对减少车辆出行
从而为较少拥堵发挥重要作用。国外一些地方如新加坡，
将全部土地规划为 55 个小区，不但有居住的功能，还有办
公楼、购物中心、学校、医院、餐饮、娱乐、公园等，居民上班
与生活休闲，基本上可以在一个小区内解决。要不断提升
城市总体规划的科学性，减少机动车出行，拥堵和停车难问
题也会迎刃而解。
纵观国内外完善城市交通出行环境的各种做法，还有
的通过征收交通拥挤费，也就是利用经济杠杆调节小轿车
出行数量；通过打造密集的自行车租赁站便利大家骑自行
车出行。方法不一而足，改善交通出行环境，不仅需要停车
场的科学规划和管理，还需要每一个人都为城市的绿色发
展着想，尽量减少小轿车出行。更重要的是需要为绿色出
行提供更加科学和先进的各种基础设施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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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从小区停车位挖潜到停车 APP 上线
本报记者
近年来，上海机动车拥有量不断攀升。截至 2014 年
底，上海全市小客车（含外牌和沪 C 牌照）保有量为 320
万辆。但在停车资源方面，上海外环线内的中心城区域
（含浦东新区位于外环线内的区域），共划设小客车泊位
约 111.6 万个。经测算，上海目前夜间居住区停车需求
为 133 万个，供需缺口比例 52%；白天非居住（商业、办公
等）停车需求为 58.6 万个，供需缺口比例 19%，停车供需
矛盾日益突出。
上海长宁区安顺路上的虹储小区是有 1000 多户居
民的老小区，建于上世纪 70 年代末，空间有限，小区居委
会和居民们想尽办法增加机动车停车位，让小区依然绿
树成荫，不“夺走”满园绿色。
走进小区大门，左手便是一个挺大的自行车库，车库
前是原来是一片绿地，现在变成了一长排停车位，车库则
成了“绿色建筑”。车库上方一排绿色植物“镶边”，地上
墙根也是一排绿色植物“镶边”，最抢眼的是墙上 10 块各
4 平方米的小花盆排列成一块四季“挂毯”，四季长绿，不
时还鲜花盛开。车库顶上是一个精致的空中花园，有小
径有景观，绿意盎然，居民们喜欢，其他小区也争相效仿。
虹储小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停车位改建
是实事工程，他们的做法是“整体设计，绿化转移”。改建
前拿着设计公司制作的 3D 片征询意见，居民代表大会表
决通过的先改，没有通过的先放下。自行车库是“绿化上
墙、上楼”，其他地方是把过去没有很好设计的绿地改建
成园林景观，墙角建个假山石小品，栽上树种上花，迎面
砌一堵照壁，墙内外都爬满绿色植物。这样抠出来的一
小块一小块的地变成了铺设绿化砖的停车位。
从第一个景观自行车库建成后，居民们就打消了建
停车位会“毁绿”的顾虑，还有居民联名给居委会写信，要
求尽快改建住家附近的绿化带。几年“实事工程”坚持下
来，虹储小区竟然有了 10 个景观，都赶上新建商品房小
区“十步一景”了。而小区的停车位也增至 130 个，加上
夜间主干道可以停车 20 至 30 辆，白天还有错峰停车，小
区居民停车难得到很大缓解。
记者发现，虹储小区建设停车位不仅没让绿化总量
减少，还让小区变美了许多，小区有了一个每天排满活动

沈则瑾

在虹储小
区 ，改 建 后 整 洁
的分类垃圾箱前
多出了几个停车
位。
本报记者
沈则瑾摄
的“虹储百姓之家”、一个迷你版儿童乐园、一个园林式自
行车廊和一个石桌上刻着棋盘的健身园。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
“我们在增加停车位的同时，改善了小区生态环境，
让居民们有了一个更美的家园”。
记者了解到，为提高车辆泊位使用信息透明度和周
转率，有效缓解停车难矛盾，上海市交通委积极联合各区
县与社会企业合作，试点推进“互联网+停车”智能停车
信息系统建设，并联合上海市税务局在部分经营性公共
停车场（库）和道路停车场逐步推行电子收费管理方式，
通过电子收费系统采集的公共停车服务静态及动态信息
统一接入上海公共停车信息平台。
在前期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的基础上，今年 11 月
10 日，
“ 上海停车”
（公开测试版）APP 正式上线，这是全
国首个停车 APP，目前已基本覆盖上海中心城区的经营
性公共停车场（库）和道路停车场，可提供目的地周边一
定范围内的停车场（库）地址、出入口位置、行驶路线及路

况、经营泊位数、收费价格、服务时间等信息。其中，有约
100 家经营性公共停车场（库）和 200 条道路停车场路段
可提供停车泊位实时动态信息。驾驶员在出行前，只要
输入目的地名称或通过导航设定目的地，即可查到目的
地周边 1 公里范围内停车场（库）信息，然后借助地图提
供的实时路况信息功能去导航。
上海市交通委表示，下一步将按照上海静态交通两
级管理体制，以区县政府为责任主体，有序推进所辖区域
内经营性公共停车场（库）和道路停车场安装使用电子收
费系统工作，并同步将有关停车信息统一接入上海公共
停车信息平台，力争 2016 年底基本实现“上海停车”APP
对公共停车资源的全覆盖。此外，上海市交通委还将进
一步与相关企业合作，鼓励、支持相关社会企业开发基于
“上海停车”APP 的停车泊位预约、电子支付、错时停车
等增值服务功能，进一步提高上海停车服务信息化管理
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