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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盛丽 周美玉

小区特别是老旧小区
停车难的问题， 一直困扰
着不少人 。 找车位的苦
恼、 争车位的烦心， 让不
少人体会到家门口停车的
不易。 怎么才能让小区停
车变得更舒心？ 对此， 相
关部门正在尝试探索更多
的解决办法。 北京市将通
过立法让公共建筑区域停
车位实现开放共享， 并引
导其价格下降到市民可接
受范围。 市民盼望家门口
停车更智能。

让让家家门门口口停停车车更更智智能能更更舒舒心心

【调查】
停车难 车位缺口仍有129万

经过历时近两年的普查， 由
市交通委牵头组织的北京市停车
资源普查报告于今年8月发布 。
根据报告显示， 截至去年年底，
北京市城镇地区停车位总量382
万， 夜间停车需求384万， 总体
来看， 夜间停车供需总量相当。
但是， 停车资源供给矛盾主要体
现在局部区域不平衡和停车资源
利用率不高等问题上。

停车一直是市民关心的问
题， 在调查中， 围绕这个问题不
少人口中都会提到 “难 ” 这个
字。 “真是太难啦， 停个车费的
脑细胞不亚于一场考试。” 家住
南三环的市民刘莹无奈地说。

刘莹居住的小区共有居民楼
13栋， 其中既有高达22层的塔楼
也有6层的板楼。 “人口密度相
当大 ， 不仅人多 ， 车也不少 。”
刘莹介绍， “以我居住的这栋楼
举例， 我住的一层8户， 6户都有
车， 其中有的家还有两辆车。 但
是小区的停车位却不足， 固定的
车位有限， 剩下的用户只能打游
击一般见缝插针。”

小花园、 人行道旁、 墙根底
下、 树坑旁边……因为没有固定
车位， 刘莹停车的地方几乎遍布
小区的任何地方。 “车技是练出
来了， 说句玩笑话智商也开发不
少。” 刘莹苦笑道， “但是即便
是这么绞尽脑汁的停车， 还是会
遭遇找不到停车位的苦恼。”

刘莹回忆， 一次她加班晚回
家两个小时， 没想到绕遍小区还
是没找到能停车的地方。 “没办
法， 只能堵在小花园的中间， 前
后左右都是车， 留了挪车电话，
随时准备着 。” 没出刘莹所料 ，
第二天早上5点半， 就有邻居还
是打电话让她挪车了。 “真心希
望小区的停车位能够更多些， 设
置能够更合理些。”

根据普查报告， 通俗地说就
是， 具体街道、 居民小区、 尤其
是老旧小区和平房区等停车资源
紧张的同时， 却存在大量公共建

筑车位空闲的情况。 居住车位失
衡缺口达129万， 其中三环内严
重缺位区占比达84%， 五环内没
有车位充足区。

记者了解到 ， 129万的缺口
不是由居住区夜间停车需求总量
320万与居住区内车位数219万直
接相减得到的， 而是按照不跨区
域共享的原则， 计算每一个居住
区及周边道路上夜间停车数量与
居住区车位之差， 再累加而成。

在空间分布上， 停车位资源
也存在不均衡的情况。 停车位资
源主要集中在五环内， 共有车位
205万个， 约占全市车位总数的
54%。

从类型来看， 车位主要集中
在居住区， 占57%； 公建类车位
147万个 ， 占39%。 这两类之和
占比超过总量的95%。

【声音】
小区停车还需更多智慧元素

遭遇停车难， 不少人也表达
了各自的看法和建议。 “现在街
上路侧停车相对容易很多， 但是
家门口的停车难问题还是得不到
有效解决。” 市民李京说， “我
觉得其中一个原因是老旧小区的
停车规划还存在一定问题。”

李京介绍， 他居住的小区停
车位标准是固定车位一个月150
元 ， 临 时 车 位 一 个 月 100元 。

“价格还算合理， 但是在位置设
置上却缺少智慧元素， 换句话说
没 有 合 理 的 布 局 。 ” 李 京 说 ，
“最初固定车位就是找一些相对
比较容易停车的位置， 管理员划
上线就算是个固定车位。 之后固
定车位越来越多 ， 车也越来越
多。 管理员发现实在不能都划上
固定车位， 就不再出售。 但是临
时停车的车却越来越多， 而且有
的车主并不住在本小区， 也可以
办理临时停车证， 造成现在小区
几乎无处停车的窘境。”

李京建议， 在老旧小区停车
上需要进行整体规划。 “不是简
单地拍拍脑门就做， 还是要做调
查， 引进更为科学的设备， 比如
在商场停车时都会有个电子显示
屏， 显示还有多少剩余车位。 这
种做法是不是可以稍加改进， 应
用到小区停车上。”

关于李京提到的老旧小区智
能停车的问题， 也有一些地方开
展相应的尝试。 据了解， 做法主
要体现在车位规划、 收费标准和
停车管理这几点上。 比如， 将小
区的出入口更换了智能道闸管理
系统， 实现业主车辆的自动识别
出入和外部车辆的自动结算。 通
过对居民楼周边空地的系统规
划， 新增车位。 还有安装智能地
锁， 通过程序设定实现各区居民
在自己单元楼附近就近停车， 无
需在各区之间开车寻找车位和互

相抢占车位。
在对外来车辆如何收费的问

题上， 实行居民车辆、 经常出入
小区探访直系亲属车辆、 外部临
停车辆分类识别和计价的方式。
完成停车智能改造， 通过 “互联
网+” 的手段实现对各个区域车
位的动态分享。

【破解】
公共建筑车位有条件应开放

为解决停车难题， 本市交通
部门做了深入尝试和研究 。 此
前， 市交通委主任周正宇透露 ，
北京市将通过立法让公共建筑区
域停车位实现开放共享， 并引导
其价格下降到市民可接受范围。

周正宇表示， “立法会明确
规定， 所有公共建筑和单位的停
车都是公共资源， 应当共享。 通
过立法， 充分释放既有资源。 把
既有资源利用好， 也是未来的主
要出路。 未来5到10年， 北京市
的停车位问题会得到较好的缓
解。”

正是如此， 在上周刚刚闭幕
的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二
次会议上， 审议了 《北京市机动
车 停 车 条 例 （ 草 案 三 次 审 议
稿 ） 》 。 三 审 稿 对 解 决 居 住 停
车 难 的问题给出了更加详细的
解决思路。

本市停车难主要表现在居住
停车位不足， 停车资源结构性失
衡， 中心城区供需差距大。 三审
稿中， 对于解决居住停车问题的
思路更为清晰， 提出， 居住小区
首先应当按照泊位配建标准、 规
划指标配建机动车停车设施。 在
居住停车配建设施不足的情况
下， 条例规定了七种方式进行补
充。 包括居住区内部挖潜， 周边
单位错时共享， 独立建设， 利用
临时闲置空间， 利用地下空间，
平面停车设施进行立体化改造，
设置路侧临时居住停车路段和泊
位等。

其中， 周边单位错时共享上
的变化最惹人关注。 三审稿中提
出， 公共建筑的停车设施具备安
全、 管理条件的， 应当向社会开
放， 并实行有偿使用。 市人大法
制委员会认为， 按照市交通委的

有关调研， 目前各类停车资源夜
间利用并不充分， 居住区的车位
利用基本饱和或严重不足， 公共
建筑的车位利用仍有空间。

首都经贸大学客座教授张一
平表示， 停车位 “错时共享” 目
前已经有很多成功经验可以借
鉴， “如何把公共建筑和驻区单
位的停车位， 在节假日和上下班
以外的时间利用起来， 实际上有
很多街道和居委会都做出了很成
功的尝试， 比如三里屯街道白家
庄西里社区， 就是主动和驻区单
位进行合作联系， 与交管部门、
综治办共同行动， 形成一个流动
式的、 共享式的停车模式， 也采
取一些有偿使用的办法。 其实这
其中各级发改委的收费管理部
门 ， 还应该进行一些现场的认
定， 包括费用认定和票据管理，
即把它们纳入相应的正规停车场
的管理。”

本市拟为居住停车位“定价”

此外， 《北京市机动车停车
条例 （草案三次审议稿）》 中对
停车定价和收费的条款进行了完
善， 明确停车价格机制应体现中
心城区高于周边的原则 。 拟规
定： “本市对驻车换乘停车设施
和道路停车实行政府定价， 道路
停车收费应当按照城市中心区域
高于外围区域、 重点区域高于非
重点区域、 拥堵时段高于空闲时
段的原则确定， 并根据高于周边
非道路停车收费价格的原则动态
调节。”

同时， “本市对其他停车设
施实行市场调节价， 可以根据地
理位置、 服务条件、 供求关系等
因素自主定价。”

值得一提的是， 针对市民关
心的家门口停车如何收费的问
题， 有的委员和代表提出， 居住
停车价格具有民生性质， 应当以
满足当地居民停车需求为重点予
以考虑 。 据此 ， 拟增加规定 ：
“本市逐步建立居住停车区域认
证机制， 停车人在划定的居住停
车范围内停车， 可以按照居住停
车价格付费。” 据了解， 居住停
车价格仅限于居住在该区域内的
居民享有。

车位共享 价格引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