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享自行车
告别“野蛮生长”还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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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关注的全国首个共享自行车团体标准5日在上海正式 “面世”。 该系列团
体标准由上海市自行车行业协会和天津市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牵头， 包括生产
企业、 运营企业、 检验检测机构等， 这也是国内首个依托区域协作制定的团体标
准， 将于10月1日起正式实施。 新标准 “解锁”， 共享单车能否由此告别 “野蛮生
长”， 走上一条 “自我加压” 的道路？

新华社电 记者从河北承德
市、 邯郸市教育部门获悉， 衡水
市第一中学等多所民办学校因假
借公办学校名义进行招生宣传、
擅自提前违规招生等问题， 被列
入 “黑名单” 学校， 3年内不得
在当地招生。

承德市教育局5日发布公告
称， 当地接到家长和学校举报并
核实， 衡水市第一中学、 石家庄
二中实验学校、 正定实验学校、
衡水市武邑宏达学校、 衡水英才
学校、 衡水市冀州区富宁学校、
衡水市冀州区信都学校、 衡水市
冀州区第一中学虽在承德市备
案， 但未按河北省教育厅相关要

求， 未遵守承德市招生工作的时
间安排， 假借公办学校名义进行
招生宣传， 擅自提前违规招生，
决定取消上述学校在承德市3年
之内的招生资格。

邯郸市教育局近日也发布公
告称，7月1日，邯郸市中考分数揭
晓， 各普通高中录取工作尚未开
始， 衡水武邑宏达学校以衡水武
邑中学名义抢先在当地一处单元
房内开始招生。 与武邑中学存在
关联的民办武邑宏达学校未按规
定获得邯郸市教育局批准招生，
属严重违规招生， 决定取消其在
邯郸市招生资格，将其列入“黑名
单”学校，3年内不得在邯郸招生。

衡水一中等民办校违规招生
承德取消其三年招生资格

新华社电 河南省南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６日公开宣判马高潮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 被
告人马高潮因犯以危险方法危害
公共安全罪， 被判处死刑， 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 赔偿附带民事诉
讼原告人王某宪等共计人民币
６８００００元。

经审理查明 ： ２０１６年２月２９
日１２时许， 被告人马高潮趁南阳
一中放学之机， 驾车加速冲入校
内， 绕办公楼前花坛冲撞学生人
群， 先后将学生李某某等６人撞
伤 。 之后 ， 马高潮驾车冲出校
门， 向南行驶至建设路与孔明路

交叉口西南角处， 又加速冲向过
马路的学生人群， 致南阳一名中
学生王某某当场死亡、 朱某某等
５人受伤。 被告人马高潮在驾车
逃离途中被公安机关抓获。

南阳中院认为， 被告人马高
潮为泄私愤 ， 故意驾车冲撞人
群， 致１人死亡、 多人受伤， 其
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罪。 被告人马高潮所犯罪行
极其严重， 社会影响极其恶劣，
依法应予严惩。 因被告人的犯罪
行为给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造成
的损失应依法予以赔偿。 法庭遂
作出上述判决。

驾车冲撞学生致1死11伤的
马高潮一审被判死刑

新华社电 据国家森林防火
指挥部办公室和内蒙古自治区相
关部门消息， 截至６日上午 ， 内
蒙古大兴安岭北部原始林区日前
发生的１０起森林火灾明火均已被
扑灭， 有８起已转入看守、 清理
阶段， 另外两个火场的扑火人员
已开始撤离。

国家森防指表示， ６月１４日
至７月５日， 大兴安岭林区发生森
林火灾多起， 主要集中在大兴安
岭北部林区， 经核查均为雷击引
发。 火灾均在短时间内扑灭， 没
有发生重、 特大森林火灾和人员
伤亡事故， 创造了成功处置集中

爆发雷击森林火灾的佳绩。
入夏以来， 大兴安岭林区遭

遇罕见的高温 、 干旱 、 雷暴天
气。 近２０天无有效降水， 部分地
区发生中到重旱 ； 气温持续偏
高， 最高气温达３７℃； ６月份以
来， 干雷暴不断， 大兴安岭北部
地区共监测到雷电频闪上万次，
防火形势极为严峻。

国家森防指已提前会商夏季
火险趋势， 安排２７架直升机部署
在雷击火高发地区随时待命。 东
北、 内蒙古林区各检查站、 巡护
队和管护瞭望人员近期全部上岗
到位， 加强巡查， 严防死守。

内蒙古大兴安岭
多起火灾明火被扑灭

因连日暴雨， 7月6日凌晨4点多， 位于杭州下城区上塘河上的欢
喜永宁桥发生垮塌， 所幸无人员伤亡。 欢喜永宁桥为单拱形石桥， 建
于清乾隆三十五年 （1770年）， 是杭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该桥总长
47米， 宽6.5米， 一直是两岸居民的生活要道之一。 新华社发

全国首个团体标准公布

杭州一座百年古桥发生坍塌

ofo开始给车辆加载卫星定
位系统， 摩拜决定接受3年报废
的设定， 行业巨头曾经认为难以
实现的改变 ， 现在即将成为现
实。 免押金、 电子围栏， 越来越
多的共享单车企业正在 “自我加
压”， 往前 “多走一步”。

共享自行车 “巨头” 之一的
ofo， 最初投入市场的大量自行
车采用的是传统的机械锁， 也没
有配备车载卫星定位装置 。 ofo
小黄车大区总经理欧竞介绍， 企
业已经在上海、 北京等多地陆续
将机械锁更换为具备卫星定位功
能的智能锁， 预计在10月新标准

正式施行前可以基本更新完毕。
另一 “巨头” 摩拜单车面临

的挑战则来自于 “共享自行车一
般连续使用3年即强制报废” 的
规定， 而此前摩拜的创始人曾在
公开场合提及摩拜初代单车的设
计目标是4年内免维修。

摩拜方面表示， 企业欢迎团
体标准的上线， 作为国家标准化
体系改革的一个创新， 团体标准
将推动行业健康发展， “相信随
着市场的快速发展和变化， 标准
规 定 的 细 则 在 实 施 过 程 中 也
会 根 据实际情况做出适当调整
和跟进。”

针对乱停车问题， 不少企业
正在走出自己的探索道路。 ofo、
小鸣单车等均已经在北京、 福建
等地开始上线 “电子围栏 ” 功
能 ， 欧竞说 ， 北京试点的ofo小
黄车384个电子围栏 “入栏率 ”
已提高到90%以上。

此外， 一场以信用分替代押
金的 “风潮” 也在席卷全行业，
ofo、 永安行等企业陆续宣布开
启 “信用解锁” 新模式， 给达到
一定信用等级的消费者免去押
金 ， 为被质疑 “靠押金沉淀盈
利” 的行业带来了新玩法。

据新华社

有一句戏言能很好地概括中
国共享单车行业的发展历程 ：
“这个行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企
业越来越多， 颜色都不够用了。”
颜色不够用， 特大城市中心城区
的停车空间更加紧张， 重投放、
轻维护的模式， 已经到了不得不
改的地步。

上海市自行车行业协会秘书
长郭建荣说 ， 协会经过摸底发
现， 目前进入上海市场的共享单
车企业已经有11家， 总投放量已
经超过100万辆。

但业内人士此前给出的判断
却是上海的共享单车市场饱和量

应该在50万辆左右， 这意味着上
海的共享单车已经过饱和， 乱停
车的矛盾在用车需求集中但公共
空间有限的中心城区表现得就更
为严重。

为了保障居民体验、 也在一
定程度上减缓 “乱停车” 问题，
此次的团体标准中要求企业按照
不低于投入车辆总数5‰的比例
配备车辆维保人员等。

记者了解到 ， 按照100万辆
共享自行车计算， 这意味着未来
维保人员配备将达到5000人， 而
目前相比新标的规定， 共享单车
企业配备人员缺口高达数千人。

“未来一旦平台倒下，谁来收
尾就将成为一个问题。 ”上海市自
行车行业协会总工程师徐道行
说。 为此，团体标准中明确规定，
共享单车企业如果要终止服务，
应做到提交相应的计划， 公告并
通知用户， 对押金以及预付金的
退还方式进行说明。在终止运营1
个月内将其投放的车辆与设施、
设备撤除完毕，如有破坏市容、市
貌和景观的现象应同步修复。

目前， 上海正在筹备自行车
行业协会的共享单车分会， 以实
现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 帮助整
个行业告别 “野蛮生长”。

橙 色 的 摩 拜 、 黄 色 的 ofo、
白色的 hellobike、 蓝色的小鸣 、
黄蓝相间的永安行……随着全国
首 个 共 享 自 行 车 团 体 标 准 的
“面 世 ”， 这一爆发式扩张的新
行业， 现在即将走上自我管理的
“拐点”。

共享单车进入人们视野才不
过一年多， 已经遍布国内几十个
城市， 还在呈几何式扩张。 中国
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发布的 《2016
年度中国 “共享经济 ” 发展报
告》 显示， 到2016年底， 共享单

车用户规模达 1886.4万人 ， 是
2015年245万人规模的7倍多， 呈
现爆发式增长的态势， 预计2017
年用户规模将达到4965万人。

然而 ， 共享单车 “攻城略
地” “野蛮生长” 的姿态却让消
费者 “爱不起”。 上海市消保委
副秘书长宁海说， 上海共享单车
市场从去年以来爆发式增长， 投
诉量也随之飙升 。 2017年1至4
月， 上海市消保委受理共享单车
类投诉2619件， 比去年同期增长
8.6倍 ， 其中 ， 投诉量最多的摩

拜单车超过1100件。
摩拜 、 ofo在内的十多家共

享单车企业自愿在沪签订 《社会
团体标准自我声明承诺书》， 这
意味着企业需要按照团体标准来
执行。

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
长陈晓军说 ， 市场主体自我制
定、 自主承诺执行的团体标准上
线 后 ， 企 业 未 来 就 需 要 按 照
标 准 执行 ， 标准将有助于强化
市场主体自律， 促进新生行业的
规范发展。

团体标准“面世”从“野蛮生长”走向行业自律

百万共享单车抢滩上海，过度投放、乱停车有解吗？

自我加压接受高标准检验企业还能“多走一步”

7月6日， 铁路部门首次
开行2对北京南至雄安新区的
动车组列车。 列车运行区段
为 北 京 南 -保 定 ， 车 次 为
D6655/6次、 D6657/8次， 均
在霸州西站、 白沟站、 白洋
淀站、 徐水站等车站办理客
运业务。 由北京南站至雄安
新区主要车站运行时间在80
分钟左右， 雄安新区与北京、
保定、 石家庄之间的往来更
加方便快捷。 新华社发

北京至雄安新区
首开动车组列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