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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停车难”北京出实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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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人口大量涌入，大城市机动车保有量显著增加，停
车难问题日益凸显。日前，《北京市机动车停车条例》 在北京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
会议上表决通过。条例作为北京市首部机动车停车法规，明确北京市机动车停车坚持有偿
使用、共享利用、严格执法、社会共治，并对停车管理、停车收费等热点话题都作出了明
确规定。

停车设施差别供给
停车难是城市化发展中的普遍难题，北京尤其明
显。有数据表明，目前北京的停车位缺口比例较大且
仍在继续扩大。据北京市停车资源普查报告显示，截至
2016 年底，北京市城镇地区最终核定车位总数为 382 万
个，居住停车缺口 129 万个。城镇地区停车供需矛盾主
要集中在居住区域，夜间停车供需矛盾尤为突出。
为了加强停车治理，根据条例，北京市将严格控
制首都功能核心区、北京城市副中心机动车保有量，
建立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机制，建立管理职责和管辖
权限综合协调机制，推进行政执法权集中统一行使。
在停车位供给方面，北京市停车设施将实行分类
分区定位、差别供给，适度满足居住停车需求，从严
控制出行停车需求。既有居住小区内配建的停车设施
不能满足业主停车需求的，按照物业管理的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并经业主同意，可以统筹利用业主共有场地
设置临时停车设施。同时，鼓励单位或个人开展停车
泊位有偿错时共享。公共建筑的停车设施具备安全、
管理条件的，应当将停车泊位向社会开放，并实行有
偿使用。
小区停不下怎么办？条例指出，确因居住小区及
其周边停车设施无法满足停车需求的，区人民政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可以组织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交通行政等相关部门，在居住小区周边支路及其等
级以下道路设置临时居住停车区域、泊位，明示居民
临时停放时段。影响交通运行的，应及时调整或取消。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立法来
梳理和明确机动车停车管理思路与举措，有助于完善
制度设计，凝聚社会共识，明确各方的责任与义务，

规范各个环节，加快形成社会合力，逐步建立和完善
城市停车管理的治理体系。

“开源”
“节流”多措并举
解决停车难、乱停车问题，首先要优化停车泊位
设置。未来，北京市设置道路停车泊位，将遵循严格
控制和中心城区减量化的原则，优先保障步行、非机
动车、公共交通，保障机动车通行。服务半径内有停
车设施可以提供停车泊位的，一般不得设置道路停车
泊位；不具备停车条件的胡同，不得设置道路停车泊
位。对已有的道路停车泊位，应当根据区域停车设施
控制目标、交通运行状况、泊位周转使用效率和周边
停车设施的增设情况及时进行调整或者取消。
有了停车位，如何提升服务和管理水平？条例提
到，区政府可以采取向社会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专
业化停车企业对道路停车进行管理。委托过程应当公
开透明并签订书面协议，明确双方权利义务、不得转
包、协议期限、终止协议的情形等内容。
“实际上，目前北京的停车资源主要分为两类——
路侧停车和路外停车。”业内人士透露，路侧停车指的
是道路两边的停车位，一般产权在地区所属街道，企
业多通过特许经营模式获得运营权；路外停车指的是
居民小区、商场、写字楼等配套的停车场，产权属于
开发商或业主方，企业可通过产权购买或承包经营的
方式获取运营权。
“北京市面临的停车难、停车乱问题，其原因是多
方面的，既有供需存在缺口的原因，也有现有停车资
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原因；既有政府层面管理执法
的原因，也有公众已经习惯免费停车的原因等。”北京
市交通委员会有关负责人表示。

欢度苗族“情歌节”

分析人士认为，治理停车难，要多措并举。一方
面要“开源”，积极建设更多的停车设施，合理分配资
源，有效利用闲置的公共空间；另一方面要“节流”，
合理引导停车需求，严格规范停车秩序，促进城市综
合交通体系协调、可持续发展。因此，破解停车难问
题，需要政府、企业和个人等多方协作、共同努力。

4 月 15 日，福建省连城县客家古村培田村举办一年一度的春
耕节，犁春牛、插秧、捕鱼等春耕民俗活动联袂上演。图为连城
县培田村举行春耕节开犁仪式。
彭张青摄 （新华社发）

停车收费上缴财政
针对备受关注的道路停车收费问题，条例指出，
北京市对驻车换乘停车设施和道路停车实行政府定
价，即 P+R 停车场和路侧停车实行政府定价，其他停
车设施实行市场调节价。条例明确，道路停车收费纳
入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实行收支两条线，收入全额上
缴区级财政，并定期向社会公开。
北京市道路停车将实行电子收费。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擅自挪移、破坏或者拆除道路停车电子收费的
设备设施。同时，条例规定，实行计时收费的停车设
施，满一个计时单位 （北京目前的收费计时单位多为
15 分钟） 后方可收取停车费，不足一个计时单位不收
取费用。停车人不按照规定缴纳停车费，由区停车管
理部门进行催缴，并处 200 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
5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罚款。
据了解，2017 年 12 月 26 日零时起，北京开始实行
路侧停车电子收费试点，城六区和通州共计 37 条试点
路段 4086 个路侧停车位进行为期 1 年的试点工作。试
点采用视频桩、地磁及高位视频三种车位检测设备。
车主可通过支付宝、微信、市政交通一卡通卡、电子
不停车收费卡 （ETC）、银行卡五种支付方式完成电子
缴费。按照计划，2019 年，城六区和通州近 4 万个路
侧车位将全部实现电子收费。

扬州园林“搬”上街

今年，江苏省扬州市把扬州园林园艺从景区内“移”出来、
“搬”上街头，尽享“车在画中行”“人在园中居”的城市自然生
态胜景。图为扬州街头一景。
庄文斌摄 （人民视觉）

“ 土 地 说 话 ”助 丰 收
4 月初，四川省蒲江县
长秋乡，漫山遍野的柑橘树
绽放着白色的花蕾，一些晚
熟柑橘树还挂着果实。但在
前几年，这里的柑橘树叶黄
根浅，挂果稀少。这种转
变，得益于一套让“土地说
话”的新技术。当地通过农
业大数据技术收集多项土壤
指标，让土地自己说出土质
变化情况，以此指导生产。
图为蒲江县耕地质量提
升 5+1 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展示土壤环境大数据。
周相吉摄
（新华社发）

4 月 14 日，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剑河县观么镇，
来自该县十多个苗寨的苗族同胞欢聚一堂，通过情歌对唱、跳芦
笙舞等形式，欢庆“三月三”苗族“情歌节”的到来。图为苗族
同胞在一起吃长桌宴。
杨文斌摄 （新华社发）

“健康快车”光明行发车
本报北京电 （记者赵鹏飞） 记者近日从中华健康快车 2018 光
明行发车仪式暨全年活动发布会上获悉，今年，4 列“健康快车”
火车医院将分别在广东省湛江市、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山西省晋
城市、河南省商丘市、江西省井冈山市、四川省巴中市、吉林省
白城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和广东省肇庆市等 8
个省区市的 9 个地区开展精准医疗扶贫工作，计划治疗 9600 名贫
困白内障患者。
作为中国唯一建在火车上的慈善眼科医院，“健康快车”是香
港同胞于 1997 年香港回归祖国时送给内地同胞的礼物，旨在为偏
远地区的贫困白内障患者提供免费手术治疗，帮助其重见光明。
20 年来，“健康快车”由最初的 1 列火车增加到 4 列，累计救治
19.2 万多名贫困白内障患者；建成 75 所“健康快车眼科中心”，培
训内地基层眼科医生 2 万多人次；建成 40 所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筛
查中心，累计筛查糖尿病患者近 7.6 万人。

珙桐花开张家界

焦点
瞬间

网 络 直 播 需 戴“ 紧 箍 ”
郑倩雯

珙桐又称“中国鸽子树”，是植物界著名的“活化石”。开花
时，花朵洁白，似鸽子展翅欲飞，美丽飘然。图为在湖南张家界
武陵源风景区拍摄的珙桐花。
吴勇兵摄 （新华社发）

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网络直播愈来愈火爆， 与用户生产的海量内容不相称的是，算法不透明和
成为很多年轻人展示自我的舞台。但最近一些平台
算法治理迟滞相叠加，导致大量低俗甚至违法内容
和网站却出现有违社会道德的节目，引发持续关
产生。
注。据了解，王乐乐和杨清柠通过网络直播，以
由于直播短视频平台传播涉及未成年人低俗不
“全网最小妈妈”
“ 全村最小妈妈”吸引眼球；
“ 牌牌
良信息，国家网信办于 4 月 4 日依法约谈“快手”
琦”和“小伊伊”通过跳社会摇走红，此直播内容引来
和今日头条旗下“火山小视频”相关负责人，要求
十万多人围观；
“沈阳仙洋”靠打架和玩网黑“出名”。 “快手”“火山小视频”暂停有关算法推荐功能，并
“看到网络直播中的这些不良低俗信息时，十
将违规网络主播纳入跨平台禁播黑名单，禁止其再
分惊讶，我身边很多人都对这些内容比较反感和排
次注册直播账号。为了更好地净化网络环境，国家
斥，希望有关方面加强内容监管和治理。”在校大
广播电视总局 10 日通报，因“内涵段子”存在导
学生蔡泽栋说。
向不正、格调低俗等突出问题，责令“今日头条”
专家认为，互联网飞速发展促使新闻信息内容
网站永久关停该客户端软件及公众号。
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传统媒体主要是编辑记者
“这种过度商业化、只盯着点击率的做法不足
等专业人士生产内容，而自媒体主要是用户生产内
取。”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匡文波表示，进
容，这是各类直播平台蓬勃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
入网络时代，能否扩大用户数量、满足用户需求很
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互联网新闻信息的繁荣发展。但
重要，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平台的经营状况好坏。这

就导致近年来直播平台过度商业化，点击率成为衡
量平台价值的唯一标准，而内容本身则被忽略。未
来要将行政管理、立法管理、技术管理等结合起
来，多管齐下、多措并举，同时加强网民素质教
育，更好推进网络治理。
专家认为，网络直播急需戴上“紧箍”。信息
时代，网络应被纳入一个综合性的治理体系框架，
加以有效规制。对直播平台而言，目前最重要的是
统一内容审核标准，对内容审核作出底线规定，出
台责任追究办法。对直播用户而言，有必要建立用
户信用档案，当信用积分降低到一定程度就应当进
入黑名单。
国家网信办相关负责人指出，下一步，国家网
信办将继续会同有关部门加大对网络直播和短视频
的监督管理，净化网络环境，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
少年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