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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黄车、小橙车、小蓝车⋯⋯在解决城
市交通“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上，共享单车
给出了新的解决方案。用户已感受到“互
联网+”催生的新交通方式所带来的便利。

旺盛的用户需求促使资本与市场活
跃起来。第三方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
底，中国共享单车市场整体用户数量已达
到1886万，预计今年年底将达到5000万
用户规模，OFO投放单车80万台，摩拜投
放单车 60万台。中国自行车协会理事长
马中超介绍说，今年以来，共享单车平台
已经从最初的17家迅速扩大到27家。

然而，共享单车乱停违停、人为破
坏、私自加锁、押金监管等一系列问题也
随之浮出水面。共享单车能否“有序发
展”，为交通工具分时租赁这一崭新出行
方式提供最佳解决方案？

技术赋予新模式生命力

“从最近的地铁站到工作单位，距离
1.1 公里，走路要 15 分钟。骑车只要 5 分
钟、1 块钱。”成都网络工程师吴雪是共享
单车的忠实“拥趸”，她认为共享单车的
生命力在于“方便”。

无停车桩，不设固定的借还点，用户可
以通过手机APP查询单车位置，直接扫描
车身上的二维码开锁，并通过手机直接支
付。来自第三方数据研究机构比达咨询发
布的《2016 中国共享单车市场研究报告》
显示，从2007年开始，无论是政府主导的
公共单车还是市场化的可租赁单车，基本
都是有桩单车，“无桩”正是这一轮互联网
共享单车在技术上的最大突破。

技术突破被认为是解决问题的关
键。摩拜科技 CEO 王晓峰说，他们找到
被偷走的车，就是通过摩拜单车后台的
定位系统。OFO 高级副总裁池文明说，

面对恶意损坏行为，比如私藏、改装、撬
锁、加私锁、盗卖，系统会将这些用户加
入黑名单，不再对其提供服务。

“与征信体系接轨是具有操作性的
解决之道，共享单车遇到的问题，技术上
能够解决，至少能够回溯到最后一个骑
车的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
长傅蔚冈告诉记者。马中超介绍说，目
前已有企业尝试以电子围栏技术解决乱
停车问题，在禁停区停车会被禁止。

资本对共享单车的期许同样来自于
技术，“互联网+”带来的线上线下融合生
态圈，甚至超过共享单车单纯靠分时租
赁赚钱的商业模式。市场研究机构艾媒
咨询 CEO 张毅表示：“共享单车被资本追
捧，也源于其作为物联网入口，在诸如社
交、电商、互联网金融等其他产业上的延
伸，共享单车被看好的，是在移动互联网
环境下，突破现有模式在其他领域的变
现能力。”

管理乱象考验社会诚信

仅以技术手段来解决乱停乱放、私
自加锁、人为破坏问题，可能远远无法应
对乱象，有关盗窃共享单车喷漆出售、将
共享单车丢进绿化带等报道不时见诸媒
体。如 2 月 28 日，上海市黄浦区车辆管
理公司就对 4000 辆违规停放的共享单
车进行了扣押。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
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表示，这实际上暴露
出当前城市管理中自行车无处停放的问
题，“这个问题由来已久，板子不能都打
在共享单车身上”。相对于以往全年只
有 6000 万辆的单车产量来说，每月 200
万辆共享单车的猛烈扩张，显然给城市
管理者出了张“新考卷”。

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
执行副主任顾大松表示，市场化运作的
共享单车，提供的是一种“类公共自行
车”服务，政府要审慎监管、加强引导。
傅蔚冈也表示：“尽管和网约车相比，监
管难度相对较小，但依然需要交通、城管
等部门参与，协调解决问题。”

于是，各个城市的监管政策随之纷纷
亮相。2月28日，上海市自行车行业协会
秘书长郭建荣透露，上海市自行车行业协

会正联合生产企业和互联网平台，制定共
享自行车标准、共享电单车标准以及共享
单车服务标准。深圳和成都也发布了规
范互联网自行车服务的征求意见稿。

在交通专家、3E 交通咨询公司创始
人徐康明看来，各地监管政策要解决几
个问题：“第一是共享单车的停放，哪些
区域不能停；第二是骑车人，哪些人群不
能骑；第三是车况问题，什么样的车辆不
能继续使用；第四是押金，不能被挪作他
用；第五是用户信息，信息不得泄露。”

面对监管，共享单车服务商不敢怠
慢。池文明告诉《经济日报》记者：“未来
OFO 希望在政府主管部门指导下，参与
相关政策的制定和意见征集。”

在朱巍看来，共享单车良性发展，不仅
要有法可依，还要执法必严。“不归还单车
涉及侵占罪，撬锁涉嫌盗窃罪，随意破坏涉
嫌构成损坏公私财物罪，惩治这些行为需
要公安机关介入，共享经济必须依赖良好
法治环境，政府部门也需要强化执法。”

加强城市管理促进“洗牌”

2 月 21 日，摩拜单车宣布再次融资；
自今年 1 月初至今，已累计融资额超 3 亿
美元。OFO 则专注于市场扩张，截至 2
月 22 日，OFO 宣布已覆盖 35 座城市，连
接超过 100 万辆车和 1000 多万用户。
据不完全统计，从 2016 年至 2017 年初，
共享单车行业融资总额超 50亿元。

另一方面，同质化竞争和城市有限
的容纳量，让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就像当
年的网约车一样，共享单车也即将迎来
洗牌。郭建荣表示，上海可容纳约 60 万
辆共享单车，眼下全市已有约 28 万辆无
桩共享单车和 8万辆有桩公共自行车，按
现在的扩张速度，预计今年上半年上海
共享单车市场就将饱和。

中国供应链联盟理事黄刚表示，对共
享单车企业来说，争抢用户只是第一步，

“全产业链能力、物流供应链运营效率和
产业链生态将决定最后的赢家。”池文明
也表示：“共享单车核心竞争力在于用户
体验、运营能力和供应链能力。OFO已掌
握全球40%供应链产能，成本优势和良好
体验，将有助保持领先优势。”

迅速扩张引起诸多城市管理难题——

共享单车如何行稳致远
本报记者 陈 静

移动能源将无处不在——

便携式太阳能产品取得突破
本报记者 王轶辰

共享单车的出现，为破解城市交通“最后一公里”问题提出了新的
解决方案。但带来便利的同时，也面临着乱停违停、人为破坏、私自加
锁、押金监管等一系列问题。未来，共享单车要想实现有序发展，不仅
有赖于用户自律的诚信构建，更需要单车企业增加技术支持，各地方加
强城市管理，这样才能让共享经济结出共赢的硕果——

目前，光伏产业面临转型，如何扩大产品应用，让清
洁能源真正走进百姓的生活之中是重中之重。2 月 28
日，汉能薄膜发电集团在北京发布了一系列便携式薄膜
太阳能新品，包括太阳能薄膜发电纸、发电包、发电背包、
储能灯，以及小型离网发电系统。专家表示，创新、亲民
的新能源民用产品有助于帮助我国新能源产业拓展市
场，帮助人们提升环保意识，对能源革命同样意义重大。

在发布会现场，一款功率 8 瓦的移动太阳能发电纸
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发电纸仅 1 毫米厚，重 160 克，上面
布满了高效太阳能薄膜，在阳光充足条件下，只需 2 个到
3个小时就可以充满一部 iPhone 6 Plus手机。

汉能薄膜发电集团高级副总裁张彬告诉《经济日报》
记者：“与传统蓄能充电设备相比，汉能的产品更为便携、
环保，效能更高，从发电到充电都在瞬间完成，而且电能
源源不断。”《中国国家地理》户外装备测评师薛斌测试产
品后表示，在多云转晴的中午时分，8 瓦发电纸充电一小
时，可以将 iPhone7的电量从 35%提升到 71%。

记者了解到，此次发布的产品采用了汉能美国子公
司 MiaSolé 的薄膜芯片，与传统光伏产品不同，Mia-
Solé 组件是在一台设备里完成了所有工艺，整个过程没
有废水、废气排放，能耗也非常低。目前，该技术已实现
国产化与大规模生产，成本也降低了一半。

随着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等便携式电子设备的普
及，在移动通讯、户外运动、旅游、摄影，以及专业科考等
领域呈现出对移动用电解决方案的巨大市场需求。

近年来，汉能通过全球技术整合与自主创新，使柔性
薄膜电池转化率、稳定性等性能持续提升；同时，通过掌
握薄膜发电产业核心装备及整线生产线制造能力，使装
备复制、交付能力不断提升，实现了柔性薄膜电池成本降
低与量产，从而使民用太阳能产品市场开发成为现实。

汉能薄膜发电集团执行董事、首席执行官司海健表
示，能源革命最重要的转变就是把过去的集中式发电
向分布式发电转变，这为分布式发电尤其是移动能源
的发展带来了机遇，薄膜电池具有轻、薄、柔及弱光发
电等独特优势，可广泛应用于各类分布式发电及交通、
通讯、物联网、电子、无人机、户外运动等新兴移动能源
市场。

当前，随着传统化石能源的过度消耗，以及雾霾等环
境问题的加剧，发展新能源已经成为全球能源变革的趋
势和要求。全国工商联新能源商会发布的《2016 全球新
能源发展报告》预测，到 2021 年全球移动能源市场规模
有望达到 7.4 万亿元，其中包括移动能源产品、智能路由
产品、移动能源服务等多个细分领域。

“让每个人都将成为发电主体，移动能源将无处不
在。”张彬表示，把柔性太阳能发电技术与民用产品市场深
度融合，有望撬动更大的市场需求，并激发潜在的创新活
力，为我国太阳能产业升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出贡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以下简称中心） 是参照公务员法管理

的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创新发展研究部是中心内设正局级机

构，其主要职责是：综合研究我国创新发展战略、制度与政策，

研究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体制机制和战略，研究高新技术

产业发展、传统产业升级、创业和新业态培育的战略与政策，分

析创新在经济发展和转型中的作用，开展创新政策评估和重大项

目论证，对相关规划与政策的制定提出咨询建议。

为建设国际一流智库，吸引专业化、复合型、高素质人才，

中心党组决定面向中心内外公开选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

展研究部 （以下简称创新部） 部长 （正局长级）。

一、指导原则

坚持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规定的选拔任用党

政领导干部各项原则，突出职位特点和工作实绩，注重能力素质

和一贯表现，注重因事择人和专业素养，不简单以分数取人，精

准科学选拔符合岗位需求的领导人才。

二、公开选拔职位和资格条件

报名人员要同时具备以下资格和条件：

1.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 第七条规定的党政领导干

部基本条件。

2. 属于党政机关、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事业单位

的，必须担任正局级职务或担任副局级职务两年以上；属于主要

负责人由中央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的，必须担任企业领导班

子副职或担任总部部门正职、二级企业领导班子正职两年以上；

属于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其他中央企业、中央国家机关部委直属

企业和省市区直属企业的，必须担任企业领导班子正职或担任领

导班子副职两年以上；属于其他类型单位的，必须具有相当任职

经历。任职时间计算至 2017年 2月 28日。

3.专业知识和理论功底扎实，具有全日制研究生学历，获得

硕士及以上学位，专业为经济学、管理学、工程学等相关领域，

熟悉一门外语。在能评定专业技术职称单位工作的报名人员，应

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4.具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和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对外协

调能力、课题研究能力。在研究创新发展战略、制度与政策领域

有较大影响力，参加过政策评估工作，主持过国家部委级以上重

大课题研究，独立完成的公开发表和内部使用的较高质量研究成

果不少于 10篇。

5. 户口在京人员年龄 55 周岁以下 （1962 年 6 月 30 日后出

生）。户口在京外人员年龄一般在 50周岁以下。

6.符合任职需要的其他有关政策规定。

三、报名与资格审查

（一） 报名人员在我中心网站 （www.drc.gov.cn/gyzx） 下

载并填写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开选拔创新发展研究部部长报

名表》，并向中心人事局提供以下材料：

1.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部长公开选拔报名

表》；

2.本科、硕士及以上学历学位证书、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

和任职文件；

3.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证书、国务院特殊津贴证书等；

4.10 篇由本人独立完成的，公开发表或内部使用的研究成

果；

5.本人认为需要提供的材料。

《报名表》 需以邮政特快专递 （其他快递形式不予接收和承

认） 寄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人事局 （邮编：100010；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225号）。

《报名表》 电子版和其他材料以数码照片或扫描成 PDF 文件

形式发送至电子邮箱 gongjian@drc.gov.cn。

报名截止时间为 2017 年 3 月 20 日，以中心人事局收到报名

材料日期为准。

（二） 中心人事局对报名人员进行资格审查。审核合格人

员，中心人事局将通过电话和电子邮箱两种方式通知本人。

审核合格并参加考试人数如少于 3 人，中心将取消本次公开

选拔。

四、统一测试

通过资格审查人员来中心参加统一测试，统一测试包括笔

试、面试和论文评阅打分。

（一） 笔试主要测试应试者的政治理论、政策水平和专业知

识。笔试时间 3个小时。

（二） 面试主要测试应试者领导能力、个性特征与选拔职位

的匹配程度。重点是组织领导能力、对外协调能力、课题研究能

力、政策理论创新能力。面试为半结构化形式。

（三） 评阅论文。对应试人员提交的 10 篇研究成果进行评阅

打分。

（四） 笔试、面试和论文均以百分制计分，按 2:5:3 的权重

计算测试总成绩。

（五） 外语测试分为笔试和口语测试，外语测试成绩为确定

考察对象的重要参考，不计入测试总成绩。

五、确定考察人选

根据工作需要和干部德才条件，将论文、笔试、面试成绩、

外语水平与平常一贯表现和人岗相适等情况综合考虑，经过充分

酝酿，按照 3：1的比例，由中心党组会议择优确定考察对象。

六、组织考察

派出考察组对考察对象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深入考察。

七、任用决定

中心党组会议集体讨论决定创新发展研究部部长人选。中心

党组集体讨论认为无合适人选，此次公开选拔职位暂时空缺。

八、公示

对中心党组决定任用的拟任人选进行公示。公示后，未发现

影响任用问题的办理任职手续。

九、试用

公开选拔的创新发展研究部部长试用期 1 年，试用期满，经

过考核，胜任者正式任职；不胜任者予以免职，原属中心之外的

人员，在免职之日起 3 个月内自行解决工作安排事宜，离开中心

机关。

联系人：陈波 宫剑

电话：（010） 65270999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2017年3月2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部长

公开选拔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