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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单车的火爆，让自行

车骑行重新回归城市交通的主

舞台，但随之而来的各种不匹

配又让诸多城市交通管理问题

迅速显现。便利与规范，鱼与

熊掌如何兼得——

短短的一年时间，许多城市都出现了
形形色色的共享单车。一出门就骑上共享
单车去地铁站、公交站，甚至直接骑车去上
班，已经成为很多市民新的出行方式。伴
随着单车数量的增加和用户规模的扩大，
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得到了有效解
决，但另一个问题却变得越来越突出：车多
了，路在哪？

自行车回归城市

曾几何时，中国是当之无愧的“自行车
王国”。1972 年，意大利著名导演安东尼
奥尼来到中国拍摄纪录片《中国》，在镜头
中，自行车如流如织地行驶在北京街头，成
为那个时代中国最著名的世界形象之一。
20 世纪 70 年代，自行车不但是代步工具，
还是象征家庭财富的“三大件”之一。其后
20年，自行车数量继续攀升，有报道显示，
1995 年，北京的自行车数量曾达到 831 万
辆。进入21世纪，城市机动车保有量开始
大幅度增加，公共交通系统的覆盖面不断
扩展，自行车在城市出行方式中逐渐被边
缘化。直到近来共享单车的出现，自行车
才回归城市出行的“主舞台”。

正如摩拜单车提出的公司愿景——
“让自行车回归城市”，共享单车激活了城
市居民潜在的骑行需求，也让自行车以更
加重要的角色回归城市。一份报告的数据
直观地体现了这一回归现象，4月12日，北
京清华同衡设计研究院联合摩拜单车发布
了《共享单车与城市发展白皮书》，报告显
示，共享单车出现前，小汽车出行占总出行
量的 29.8%，自行车只占 5.5%；而共享单
车出现后，小汽车占总出行量的比重下降
至 26.6%，而自行车骑行的占比则翻了一
倍，达到11.6%。

徐开慧是共享单车“骑行大军”中的一
员，她住在北京南三环附近的一个小区，距
离住所最近的地铁站需要步行15分钟，而
坐地铁到上班的公司也不过20分钟，如何
缩短这15分钟曾让她很纠结。现在，徐开
慧每天骑共享单车从家到地铁站，只需要
不到5分钟时间。

共享单车在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时
的突出作用，是它迅速被公众所接受的重
要原因之一。前叙报告的数据显示，以北
京为例，当出行距离小于5km时，92.9%的
情况下，共享单车+公共交通出行比小汽
车更快。单车回归城市，已经成为公共交
通的重要补充。数据显示，在北京，有
44%的共享单车活跃在地铁站周边，在上
海，这一比例则高达51%。

车与路矛盾突出

然而，共享单车的爆发式增长，带来的
并非只有便利，也让一系列问题显得尤为
突出。其中，城市骑行系统的落后与单车
数量的激增之间形成了越来越突出的矛
盾。在 0 筑设计创始人、上海交通大学客

座导师王卓尔看来，长期以来，国内城市的
规划、建设和管理都忽视了自行车的存在
和重要性，种种不匹配在共享单车的爆发
面前变得尤为突出，“在上海这样快速发展
的大都市，骑行系统作为一个被忽视的系
统，本身就很脆弱。共享单车的非自然增
长给城市骑行系统带来的负担显而易见”。

荷兰阿姆斯特丹被认为是“世界上对自
行车最友好的城市”，城市中一半的交通出
行量由自行车承担，发达的骑行系统让骑车
在阿姆斯特丹十分顺畅，甚至有“穿越阿姆
斯特丹，骑车半小时，开车一小时”的说法。
曾在阿姆斯特丹生活现在回到上海工作的
王卓尔，深刻感受到两座城市在骑行系统上
的巨大差距，而机动车停车占用非机动车道
是她感受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

在北京，这样的现象同样突出，也困扰
着很多骑行者。孙玮住在北京景泰路旁边
的一个小区，经常沿着景泰路步行去菜市
场买菜。有一段时间，她也曾骑着共享单
车去菜市场，但是试了几天，复杂的路况又
让她回到了步行。

机动车停车占用非机动车道只是国内
城市骑行系统的众多问题之一。为了准确
体现上海骑行系统有何缺陷，在上海交通
大学船舰学院建筑系四年级“先锋建筑师
设计工作室”的支持下，王卓尔带着 17 名
上海交大的学生调研了上海的骑行系统。
他们制作了一份道路系统评级表，包含自
行车道可容纳自行车数量、路边对骑行的
干扰程度、红绿灯数量密度、自行车道旁是
几车道、路面平坦程度、路边绿化程度、有
无自行车道标识、占道现象程度、机非隔离
程度等 9 项指标，以 3 分、2 分、1 分和 0 分
分别代表各项指标的4个评级程度。团队
成员选择了上海主城区的 46 条城市主干
道、75 条城市次干道和 29 条城市支路，结
果显示，大部分道路得分在 20 分以下，许
多道路的得分甚至不到5分。

一方面是脆弱的城市骑行系统，一方
面是共享单车和骑行用户数量的猛增，这
不但让本已无序的自行车系统负重不堪，
也让这种压力外溢，许多骑行者在机动车
道骑行或者停靠自行车，造成了很大的交
通安全隐患。

让骑行不再无序

在王卓尔看来，国内城市骑行系统水
平不高，很重要的原因是设计缺陷，“如果
你在上海街头骑行，会发现很多路是断的，
好好的一条非机动车道突然在过河时就消
失了，这样的结果就是设计思考不周全的
现实反映。”

近些年，环保问题凸显等因素开始迫

使许多城市重视绿色出行，一些城市开始
从整体层面出发，进行包括骑行系统在内
的慢行交通系统规划和建设。北京市就提
出，在路权保障上向自行车和步行倾斜，

“十三五”时期，将大力改善自行车、步行交
通条件，五环路内形成3200公里连续成网
的自行车道路系统。

成都市则出台了《成都市慢行交通系统
规划》，对自行车交通网做出了详细规划。
此外，成都市还编制形成了《慢行交通系统
技术导则》，从断面控制、空间打造、交通管
理等方面明确规划、建设与管控标准，指导
慢行设施的建设实施，保障慢行优先空间。

在提升骑行系统的同时，针对单车数
量猛增带来的问题，北京、上海等地也相继
出台条例，对共享单车提出了总量限制和

骑行道路限制等措施，以缓解骑行系统的
压力。4月21日，北京市就《鼓励规范发展
共享自行车的指导意见（试行）》向社会征
求意见。意见提出，对共享单车进行总量
控制，拟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由区级政府
编制辖区发展和停放规划，设定辖区最大
投放数量。上海市黄浦区则在近期公布了
淮海中路、福州路、人民广场地区等 33 条
共享单车禁限路段，对共享单车的投放、骑
行和停靠都做了相应规定，并配备管理人
员实施监督管理和处罚。

而作为城市单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共享单车企业也有所行动，如摩拜单车
便利用自己的大数据等优势，与北京、成都
等城市在慢行交通系统规划和建设等方面
开始进行合作。

共享单车火了，城市骑行系统匹配、停放管理体系问题相继浮出水面——

共享单车多了，路在哪？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袁 勇

扫码骑走、手机付费的共享单车自投
放市场以来受到了人们的大力追捧。然
而，随之出现的私自上锁、偷窃破坏、挤占
公共空间等不文明使用现象，无不考验着
租车者的道德素养和各方的治理智慧。其
中，最为突出的“乱停乱放”问题更是发人
深省。

3 月 20 日，北京市西城区市政市容委
发布消息称，将控制全区共享单车数量，在
灵境胡同、西安门大街沿线、西黄城根南
街、南北长街、府右街、大会堂西侧路、长安
街沿线、太仆寺街、兵部洼胡同、石碑胡同
共 10 条大街禁止停放共享单车。这是共

享单车在北京大规模推广使用以来，首次
被明确禁停区域。

共享单车的停放为何会如此“任性”？
一方面，与共享单车本身推崇的便携性理
念有关，随借随还，这也是共享单车广受欢
迎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与租车者素质参
差不齐也有关系，一些租车者只顾骑不管
停，不愿意花时间到非机动车停放区域停
放单车。

同时，由于单车企业前期为了跑马圈
地，导致单车过量投放，而各平台企业的运
营管理能力又难以与已投放路面的车辆规
模相适应，也加剧了停车乱象。此外，一些

城市在前期规划时，并没有给非机动车预
留足够的停放空间，再加上如今的非机动
车道、自行车停车点大量被小汽车占据，也
让单车停放问题“雪上加霜”。

要让共享单车走得远，关键要停得好，
而这一切的前提是要管得好。其中，政府
部门的有效管理至关重要。对于小汽车抢
占非机动车道的，交警应加强巡逻频次，加
大处罚力度；对于自行车停放区域不够的，
相关部门要做好顶层设计，适当增加非机
动车道、自行车停放区域的供给数量。目
前，有些城市街道利用治理“开墙打洞”后
腾退出的空间，已经施划了非机动车停车

区域，用于包括共享单车在内的非机动车
规范停放。

解决单车停放问题，单车企业也应进
一步加大力度，依托企业运营的大数据，对
单车实行精细化管理。可以利用信用评分
体系和举报渠道，强化规则，利用经济手
段、“黑名单”机制，推动行业内用户信用评
分的互通共享，从而规范和约束用户骑行、
停放行为。还要加大 GPS、电子围栏等技
术研发创新，通过技术手段让单车在非停
车区域不能停止计费，倒逼租车者按规矩
停放单车。日前，摩拜、ofo 两家共享单车
企业已提交《承诺书》，表示将做好禁停区
域巡视收车工作，并通过微信、APP软件等
途径开展对禁停区域的宣传，实施对违规
停车用户扣除信用分的措施。

欲求己方便，先与人方便。租车者在
享受单车便利的同时，也要遵守“游戏规
则”，建立起“共享+共管+共护”的关系，爱
护车辆，规范骑行，合理摆放，共享单车这
一新生事物才能为你我所用，走得更远。

管得好才能走得好
吉蕾蕾

为有效解决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的问
题，4 月 20 日，河南郑州市公共交通总公
司与郑州天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研
发的共享单车管理平台“单车之家”正式
推出，打造共享单车绿色出行升级模式，
实现共享与有序管理相融合。

“公交站点、地铁站点人流量大、覆盖
范围广，如果能够与虚拟集中停车区相结
合，就能实现单车、公交、地铁联乘，进一
步扩大公交覆盖范围。”郑州市公交总公
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单车之家”采用新型智能锁低功耗多通
道技术、可伸缩信号覆盖技术、定位技术
等，通过安装集中停车区设备结合区域划
线等方式，规范用户在固定地点借车和还
车，以便单车的集中管理和调运。

“有的公交站和地铁站没有单车站，
找起来太麻烦！有的单车停放点没公交

和地铁，只能骑一段走一段，挺尴尬的。”
一位郑州市民抱怨道。此次，通过对不同
公共交通资源的整合和管理，“单车之家”
不仅能在配套的APP上查找附近的虚拟
停车区，找到不同品牌的共享单车，而且
还支持手机扫码和公交IC卡存取车双模
式，市民使用一张IC卡即可完成单车、公
交、地铁等公共交通的联乘。

“我们鼓励市民使用共享单车，但也
要对用户的使用行为加以规范。”负责人
介绍，比如通过降低资费鼓励用户长期使
用同一辆自行车；在虚拟集中停车区以外
能够锁车，但不停止计费，以此培养市民
在规定区域内停车的习惯。

据介绍，“单车之家”共享管理平台可
根据城市公共交通各项数据分析城市客
流规律，避免单车资源浪费，在国内尚属
首次。

郑州推出“单车之家”

让共享单车不再“流浪”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王佳宁

在网络商城兴
起、实体百货唱衰的
语境下，北京永安路
百货商场却依旧保持

着“原始”的经营风格。四块五一盒的友谊牌护手
霜、九块钱一瓶的宫灯牌杏仁蜜、几十元的布鞋等
大商场买不到的商品，依旧在这家“老百货”的货
架上存在；这家“老百货”还用着快40年的老式柜
台，售货员还在流利地使用着算盘。这里卖的不
仅是商品，更是一种“老北京”情节，不少老顾客都
会搭乘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来这里转转。

当前，不少“老百货”由于经营利润低、人员年
龄老化、顾客群有限等问题，生存愈发艰难。像永
安路百货商场一样保持独特性、展现“新思维”，不
失为一条走出经营困境的可行之路。

办法还有很多。比如参照“博物馆式”管理思
路，政府出台保护政策，给予适当财力支持，像保
护古建筑那样，在保持原有风貌的基础上，对“老
百货”进行升级改造，使其继续成为城市的“标志
性”建筑和满足市民怀旧的一道“风景线”。再比
如探索“景点式”经营路子，通过媒体推荐、专题宣
传等，让更多市民参与其中，形成更大的顾客群。
还可以创新“融合式”营销模式，拓展进货渠道，开
辟线上批量销售，同时采取志愿服务的方式，吸纳
新鲜血液，传承“老技艺”，让“老百货”经营管理与
时俱进，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 （山东 付 彪）

留住“老百货”要有“新思维”

多年来，南京形成了以梧桐树为代表的具有
鲜明特色的行道树系统，其丰富的暖灰色调被定
位为南京的主色调。

注重历史文化风貌的保存。在明城墙等地
实施周边空间退让和城市环境整治，并严格执行
老城区限高方案，留出城市天际线。

河西新城是富有时代气息的现代城市景观，
从总体规划到城市设计，全面体现并落实低碳生
态智慧城市的指标体系。

南京用设计扮靓城市
城市设计是落实城市规划、指导建筑设计、塑

造城市特色风貌的有效手段。近年来，江苏南京
市启动城市设计3年行动计划，对城市格局、空间
环境、建筑尺度和风貌进行精细化设计，用设计塑
造南京特色、延续历史文化。 陈银建摄影报道

左图左图 机动车占据自行车道机动车占据自行车道，，大大

大增加了骑行的安全隐患大增加了骑行的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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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下图 地铁站口的机动车停车位地铁站口的机动车停车位

被随意停放的共享单车包围被随意停放的共享单车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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