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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停车何时不再难？
“上班得先请左邻右舍排队

挪车” “小区周边道路被停车塞
成 ‘一线天 ’” “办事10分钟 ，
停车1小时 ” ……今年全国两会
上， “大力解决停车难问题” 写
进政府工作报告 。 但记 者 在 南
京 、 苏 州 、 沈 阳 等 地 见 到 ，
当 前 不 少 市 民 仍 深 受 “停车
难” 之苦。

“停车难” 到底有多难？ 为
啥这么难？ 如何不再难？ 新华社
记者就此展开调查。

城市停车难！ 难！ 难！
城市商圈停车难。 苏州观前

街是一条知名商业步行街， 记者
在这里的塔倪巷路面停车场看
到， 中午时分几十个车位已经停
满。 “这里从早到晚都是高峰。
特别是周五到周日， 汽车、 电动
车全堵上了。” 管理员柯师傅说，
很多人开车在附近来回兜圈子，
就是停不进来。 这种情况在上海
“新天地” 商圈等处也很普遍。

老旧小区停车难。 菱角市小
区是南京市秦淮区的一处老旧小
区。 居民谭永光告诉记者， 到晚
上下班高峰期， 小区停车基本靠
“抢”。 记者在该小区见到， 楼间
距不过十多米， 单元门外除去绿
化带， 路面仅2米多宽， 但每个
单元楼门口都停满了车， 居民想
推个童车通行都难。 且该小区入
口窄又没有物业管理， 车子经常

有碰擦。 “到早上上班， 得挨个
打电话请邻居挪车才能把自家车
开出来。”

市民张娟家住沈阳市和平区
民富小区， 该小区建于上世纪90
年代， 车位特别紧张。 记者在该
小区周边看到， 几条并不宽敞的
马路路面上， 不仅规划停车位早
被停满， 非车位空地也被见缝插
满了 “车”。

出门办事停车难。 记者在海
口市政府发现， 由于地面停车位
满员或停车指示不明显等原因，
驾 车 前 往 办 事 的 民 众 很 难 在
地 面 找到停车位 。 还有民众因
嫌地下停车场远， 将车子停在消
防通道或进出车道， 导致办公区
内部堵车。

“办事 10分钟 ， 停车 1小
时。” 一位市民告诉记者， 这是
他的真实遭遇。 “找个车位太难
了， 着急的时候， 真耽误事。”

此类情况并非仅在海口一
地。 记者在联系某市住建部门采
访停车难问题时， 该部门工作人
员叮嘱记者： “你们最好别开车
来， 停车太难。”

堵点多导致治理难
———停车泊位缺口大。 据统

计，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突破
2.4亿辆， 仍以每年约10%的速度
增长 。 第三方数据显示 ， 截至
2018年， 我国停车泊位理论需求

为3.12亿个， 但实际仅有约9233
万个， 缺口较大。 据苏州公安部
门统计， 仅姑苏区停车泊位目前
缺口就有10万多个 ， 缺口率近
40%。 在南京 ， 截至2018年底 ，
该市机动车保有量达268万辆 ，
而全市停车泊位总量仅有约152
万个。

———老旧小区改造难。 张娟
告诉记者， 她居住的民富小区因
建设规划较早， 停车位预留空间
极少， 小区周边也缺乏可用于停
车场改建的储备土地。 虽然这几
年小区里新划了一些停车位， 但
仍无法满足居民需求。

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院长郭
继孚表示 ， 增加停车位需要空
间， 而这些空间恰恰是老旧小区
最匮乏的资源。

减少绿化、 拓宽道路、 建设
立体车库……老旧小区改造中，
有关部门为增加停车位可谓绞尽
脑汁， 但仍有很多小区因缺乏空
间无法实施。 “只能见缝插针。”
苏州市城市管理局市政管理处处
长薄建新说。

———资源利用效率低。 “市
民白天上班 ， 小区车位就闲置
了， 但小区附近来办事的人却没
处停车。” 南京市江宁区城管局
停车办负责人韩志祥说， 学校、
商场的车库也面临类似的问题。
上班时小区及周边停车位基本闲
置 ， 而下班时机关 、 企事业单

位、 公共服务部门的停车设施基
本闲置， 资源利用效率低。

———个人利益冲突多。 北京
市民王女士表示， 她居住的清河
毛纺厂小区大部分车位被老业主
私打地锁占据， 甚至有人私占多
个车位。 且部分老业主抵制物业
重新划分停车位， 导致小区居民
矛盾重重。

“增 、 改 、 智 、 衡 ”
四策合力打通停车堵点

记者走访发现， 多地正积极
尝试通过新建停车位、 改造老旧
小区、 提倡错时共享、 控制私家
车出行等办法化解停车难。 专家
建议， 应积极探索科技支撑、 公
众参与的有效方式， 真正形成共
建共治的局面， 打通治理堵点。

停车泊位增供方面， 多地以
2020年底为限出台计划： 南京计
划从2018年至2020年在主城区新
增 4.5万个停车位 ； 同一时期 ，
苏州计划在市区每年年均新增停
车泊位1万个以上， 让机动车位
与机动车拥有量之比达到1.2∶1至
1.5∶1； 合肥计划在2020年新增停
车位22800个 。 爱泊车创始人闫
军还建议， 应大力鼓励社会资本
投资新建停车位。

小区改造方面， 不久前， 国
务院办公厅发文指导全面推进老
旧小区改造工作， 改造或建设小
区及周边停车库 （场） 是其中的

重要内容与目标。 南京还在部分
小区探索， 由社区协调物业成立
自治管理委员会， 取缔居民私自
占用公共空间， 将小区周边道路
泊位纳入小区车位管理， 最大限
度解决小区停车需求。

在提升泊车资源使用效率方
面， 沈阳等多地尝试开展在热点
区域临时泊位分时收费， 用价格
杠杆提高停车位周转率。 记者了
解到， 2019年11月， 南京市智慧
停车管理数据平台已上线运行，
2020年8月底将形成主城和郊区
（园） 数据 “一张网”。

另外， 记者了解到， 南京市
江宁区尝试用共享车位方式缓解
小区停车难。 南京市城管局停车
管理处处长叶彬告诉记者， 共享
停车位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 但
若想要推广， 在安全保障等方面
的制度设计仍需完善。

薄建新表示， 苏州也将把停
车设施资源纳入智慧城市建设，
强化停车治理的科技支撑。

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
究中心主任顾大松提醒 ， 治理
“停车难” 要避免陷入 “机动车
本位”。 应综合考虑均衡多种出
行工具， 坚持以人为本理念， 从
规划与规范层面， 协调好公共交
通与自驾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并
为步行者、 骑行者和驾驶人公平
合理地分配空间、 路权。

据新华社

自世界卫生组织1月30日宣布
新冠肺炎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以来，这场始料
未及的疫情穿越寒暑，仍在全球范
围内加速蔓延。

据世卫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
全 球 新 冠 累 计 确 诊 病 例 达 到
16558289例， 累计死亡656093例。
此次疫情传播速度之快、感染范围
之广、防控难度之大超出了很多人
的预期。

疫情给世界带来巨大冲击，也
犹如一面镜子， 映照出世间百态。
面对可能要与病毒较长期共存
的现实，人们越发认识到，唯有团
结协作、 在抗击疫情行动中做到
“无问西东”，才能最终打败共同的
敌人。

聚焦此刻：一场远未结束
的疫情

半年前， 新冠病毒尚少为人
知。 如今， 新冠疫情阴影已笼罩
全球。 “新冠肺炎疫情是自联合
国成立以来我们共同面临的最
大考验 。 ”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
斯说。

美国是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
家。 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实时统计，截至29日，美国累计新
冠确诊病例已超过440万例， 累计
死亡病例超过15万例。

作为世界头号经济科技强国，
美国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领先的
医疗技术水平，且其疫情全面暴发
晚于亚洲和欧洲，有相对充分的准
备时间和别国防控经验作为参考。
但美国国内疫情蔓延之快、带来后
果之惨重， 令全世界大跌眼镜。美

国政府的“花式抗疫”行为难辞其
咎。专家们警告，就现在的疫情发
展趋势而言， 到11月1日将有20万
美国人死于新冠病毒。

美洲大陆其他国家形势也不
容乐观。 欧洲地区自6月陆续 “解
封”以来，多国疫情出现反弹。在非
洲，疫情正加速蔓延。在亚洲，人口
大国印度疫情蔓延速度近来显著
加快……

回望半年：一面映照万千
的镜子

疫情大流行下，全球经济深陷
泥沼。世界银行6月预测，今年全球
经济将下滑5.2%，是 “二战以来最
严重的经济衰退”。 全球就业市场
形势严峻，企业倒闭、产业链断裂
以及大规模人口失业之严重程度
远超预期。

疫情之下 ， 有人选择弥合分
歧、 相互支持 、 团结抗疫 ， 也有
人选择与众人逆向而行、与大义背
道而驰。

人们看到 ，美国政府对外 “甩
锅”他国，对内打压专业人士意见
和建议， 致使其国内疫情日益严
重。 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感叹 ，
“无论如何衡量， 美国都是做得最
糟糕的国家之一”。

更令全世界哗然和愤怒的是，
在各方携手防控、多国领导人呼吁
团结合作之时，美国政府悍然宣布
将退出世卫组织。

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
格利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弗朗西斯·福山指出， 美国对此次
疫情的反应非常糟糕，国际威望严
重下滑。

面向未来：一次关乎生存
和发展的“大考”

人们必须审慎思考，如何应对
这场关乎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大
考”。 在应对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
机的过程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更加凸显。

———旧“秩序”还是新常态？
如何走出疫情阴霾？世卫组织

明确指出，取得对新冠疫情的掌控
权，任何时候都不晚。负责任的政
府政策是一面，自觉的公民行为是
另一面。

人类能否重获往日“自由”？又
该如何与大自然中每一位 “公民”
更加和谐融洽地相处？《濒危野生
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秘书处秘
书长伊沃妮·伊格罗说， 新冠疫情
带来一个契机，让人类重新审视野
生动植物贸易领域的政策和措施，
并反思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全球化还是封闭化？
面对疫情， 是各自为营有利，

还是团结作战有效？ 放眼全球，半
年的抗疫之战指出了未来的答案。

古特雷斯指出 ， 全球范围内
“错误信息传播”愈演愈烈，当前应
是一个讲科学、求团结的时刻。

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
库恩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促
使我们为了共同利益采取行动，它
契合这个动荡时代的需求。

人类是休戚与共 、 风雨同舟
的命运共同体 。 全球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的实践表明 ， 国际社会唯
有共同应对 、 相互支持 、 团结协
作， 才能最终战胜危机 ， 维护人
类共同家园。 据新华社

穿越寒暑 无问西东

澳大利亚单日新增新冠病例数再创新高

小区改造、 科技支撑、 治理提效……

———写在新冠疫情构成 “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半年之际

新华社电 澳大利亚联邦
政府代理首席医疗官保罗·凯
利30日在新冠疫情例行新闻发
布会上说 ， 澳新增确诊病例
747例 ， 再 创 疫 情 暴 发 以 来
单日新增病例数新高。

凯利说， 目前澳累计确诊
病例16303例 ， 累计死亡病例
189例。 当天报告的新增病例
中有723例来自澳当前疫情最
严重的维多利亚州， 该州过去
24小时内新增死亡13例。

凯利说， 当前主要问题依
然是持续发生在墨尔本和维州
其他地方的社区传播。

澳总理莫里森30日在新闻

发布会上说， 维州疫情形势严
峻， 社区传播正从墨尔本城区
扩散到周边地区， 令人担忧 。
虽然墨尔本等地采取了 “居家
令” 等限制措施， 但并未达到
预期效果， 因此需采取进一步
防疫措施。

维州州长丹尼尔·安德鲁
斯30日发表声明说， 为加强防
控疫情， 从当地时间8月2日23
时59分起， 目前仅在墨尔本都
市圈等地实施的 “口罩 令 ”
将扩大到维州其他地区 ， 届
时维州居民在出门时除特殊
情况外都需要戴口罩或用织物
遮掩口鼻。

7月30日， 吉林省东北虎园熊猫馆为大熊猫 “初心” 和 “牧
云” 举行4周岁生日庆祝活动， 饲养员精心准备了水果、 竹子等
丰盛美食， 为 “初心” “牧云” 送上祝福。 图为大熊猫 “初心”
准备享用生日礼物。 新华社发

大大熊熊猫猫过过生生日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