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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
议，释放多个重磅信号。会议提出，稳
定制造业投资，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
造、城市停车场、城乡冷链物流设施建
设等补短板工程，加快推进信息网络等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其中“城市停车
场”作为“新基建”的重要内容，首次
被提及。

随着政治局会议的定调，以智慧停
车为主要方向的城市停车场建设，将成为
前景可观的消费投资新支点，而长期困扰
民众的“停车难”问题，也将在这一轮如火
如荼的“新基建”中逐步得到解决。

把钱花在刀刃上

众所周知，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
“三驾马车”之一。而随着中国经济已由
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花
钱的思路和方法也要变一变。

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投资，许多用在
了被称为“铁公基”的传统基础设施建
设上，包括铁路、公路、机场、港口、
水利设施等建设项目。这些投资曾在中
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
年响彻大江南北的口号“要想富，先修
路”就是这种作用的反映。

然而时移世易，在经历了 20多年的
高速增长后，中国的传统基建渐趋于饱
和，其对经济的拉动也出现了“边际效用
递减”，同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也开始增
加。在新形势下，如何把钱花好，让“好钢
用在刀刃上”，就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为此，中央对症下药，开出两份药
方：补短板与新基建。

早在 2018 年 9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
就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表示要“确保
把有限的资金投向那些能够增加有效供
给、补齐发展短板的领域，推动高质量
发展”。发改委基础司副司长马强表示，
我国交通基础设施还存在不少短板弱
项，发展空间较大，是促进有效投资的
关键领域。

而在当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上，“新基建”的概念也被首次提出。
会议指出要“发挥投资关键作用……加强
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加大城际交通、物流、市
政基础设施等投资力度，补齐农村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短板”。

如此来看，今年 7 月 30 日的政治局
会议“点名”城市停车场，就是对之前

“补短板+新基建”思路的细化和完善。
正如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院
长潘教峰所言：“投资新基建，不仅要补
上传统意义上的基建短板，还要为长远
发展打牢基础。”

未来解决城市停车难题，离不开大
数据、物联网等新基建从旁辅助。从这
个意义上说，城市停车场建设，正处于
补短板工程与新基建工程的交叉点上。

万亿级市场待挖掘

城市停车场建设，不仅对于有效投资有
促进作用，还有着成为消费新支点的潜力。

城市停车场的市场有多大？据北京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联合中国城市
公共交通协会发布的 《停车行业发展白
皮书》 显示，仅 2016年中国的停车消费
已达4000亿元。

抽象的数据背后，是实实在在的需求

缺口。中国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数据显示，
截至 2019 年 6 月，中国汽车保有量已达
2.5亿辆；汽车保有量超过100万辆的城市
共有 66 个，北京、成都汽车保有量超过
500 万辆。与之相对应的，却是中国城市
汽车与停车位的平均比例约为 1︰0.8，
远低于发达国家的1︰1.3。

但停车位的增速很难赶得上汽车的
增长速度，要解决停车难问题，还要在
提高车位利用率方面下功夫。据 ETCP
智慧停车产业研究院介绍，北上广深停
车场泊位空置率达到44.6%，而全国城市
超九成车位的使用率小于 50%。报告也
指出，当车位使用率提升到 80%时，如
上海、重庆两市，车位供给量就将大于
车位需求量。

一边是“停车难”，一边却是“没车
停”，这正是停车信息不通畅造成的车位
使用率低下。受需求驱动，市场涌现出
一批智慧停车企业。其中的领跑者捷
顺、“停简单”与科拓也已分获阿里和腾
讯两大巨头的投资。在政策和资本的双
重助力之下，停车产业或将迎来整体性
变革。

业内人士表示，相较于发达国家，

中国的停车市场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发达国家停车场的市场规模基本占到整
个 GDP 接近 1%的水平，如果这样推算，
中国可能蕴含着万亿级的市场待挖掘。

直击民生痛点“停车难”

在北京某媒体担任夜班编辑的小陈，
对“停车难”问题有着“痛彻心扉”的感受。

小陈告诉记者，他的家是 2000 年以
前建成的小区，没有地下车库。全小区
两百多户人家的车，都放在小区内部的
地面上。由于车位数量少于住户数，因
此小区禁止住户安装地锁，全部车位供
大家公共使用。

“这其实是个好政策，这样小区的车
位利用率很高，白天大家停车基本都能
周转开。但等我凌晨下班回家情况就变
了。”小陈苦笑着说，那个时段小区已停
满了车，甚至一些消防通道上都停了
车，“那个司机在临时停车卡上也写着

‘不好意思，实在没地方’”。据小陈回
忆，有一次他在小区里来回转了三圈找
车位，足足花了 40分钟，才终于停到了
一个缝隙中。

小陈的夜班工作或许并非普遍情
况，但小陈的诉求却很有代表性。“我们
小区旁边就是一栋商业大厦，里面的地
下车库有 200 多个车位，到了晚上都空
着，但却不让进。为什么不能把这部分
车位在夜间开放呢？即便交点钱也可以
啊。”小陈说。

事实上，小陈呼吁的这项业务，市
场上已有智慧停车企业在做。比如“捷
停车”就推出了“闲时月卡”功能，可
以在夜间小区车位已满的情况下，引导
车主到附近车位充足的商业中心停车。
但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由于停车基础设
施归属复杂，各自为政，利益协调困
难，而且缺少统一的信息网络，因此这
种模式的推广也面临许多困难。

而今，在政治局“点名”城市停车
场建设之后，相信各地方会陆续有相应
政策出台，在协调各方利益、破除“信
息孤岛”方面，发挥政府才能发挥的作
用，解决一些企业解决不了的问题，全
力破解“停车难”这个民生痛点。

政治局会议为何关注城市停车场
投资对准新基建 破解民生新痛点 培育万亿新市场

本报记者 韩维正

1288.4万人受灾

“利奇马”减弱 救灾不放松

重庆市北碚区将垃圾场改造成生态停车场，有效缓解周边居民停车难题。
图为状元府第东门的生态停车场。 秦廷富摄 （人民视觉）

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 8月 13日晚，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
鹤应约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通话。
中方就美方拟于 9 月 1 日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问题进
行了严正交涉。双方约定在未来两周内再次通话。商务部
部长钟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
吉喆等参加通话。

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双 方 牵 头 人 通 话

本报北京8月 13日电 （记者丁怡婷）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截至 13 日 16 时，
台风“利奇马”造成浙江、上海、江苏、
山东、安徽、福建、河北、辽宁、吉林9省

（市） 1288.4 万人受灾，204 万人紧急转移
安置 （已安全返回 141.7万人）；1.3万间房
屋倒塌，11.9 万间不同程度损坏；农作物
受灾面积 996 千公顷。各地 4.2 万余名消防
指战员共参加抢险救援 6382 起，营救遇险
和疏散转移被困群众12447人。

据了解，台风“利奇马”已经减弱为
热带低压。13 日，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
部署后期防御救援救灾工作，强调台风

“利奇马”虽已停止编号，但强降雨带来的
危害依然很大。

此外，应急管理部 12 日会同国家粮食
和物资储备局，向山东省紧急组织调拨
6000 顶帐篷、12000 张折叠床、30000 床被
子等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
众转移安置和生活救助等工作。

8月12日，辽宁省大连市南部凌水湾海域约10米高的巨浪翻滚涌向岸边。 吕文正摄 （人民视觉）

8月12日，山东省邹平市消防救援大队队员在长山镇杨家村涉水进村
救援。 董乃德摄 （人民视觉）

本报上海8月13日电（记者巨云鹏） 记者从上海市高
级人民法院获悉，13日，上海海事法院与天津海事法院实
现了全国首例海事诉讼跨域立案。

当日，某国际货运代理公司就货款纠纷在天津海事法
院递交了起诉状，经审查，立案法官发现依据双方签订的
货运代理合同约定，争议管辖法院应当为上海海事法院。
立案法官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进行跨域立案。在审核了
当事人及委托代理人等材料后，天津海事法院通过中国移
动微法院跨域立案平台向上海海事法院进行了推送。

收到立案申请后，上海海事法院跨域立案专员立即进
入“法官工作平台”接收起诉文件。

法律文书经电子签章后，通过系统返回至天津海事法
院。之后，天津海事法院立案法官通过电子送达的方式向
当事人送达了上海海事法院的案件受理通知书。

据新华社亚的斯亚贝巴8月13日电（记者王守宝） 中
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馆13日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
巴举办2019年中国政府奖学金录取通知书颁发仪式，31名
埃塞俄比亚学生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

中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谈践在仪式上表示，随着中国
与埃塞俄比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
的中国企业来埃塞俄比亚投资办厂，为当地创造了良好的
就业机会。留学生们在中国学得知识回国后将会有更大的
舞台，希望留学生们将来能为中埃友谊做出更大贡献。

获奖学生将于今年8月底到9月初前往清华大学、华中
科技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西南交通大
学等高校学习，所学专业涉及林业、水利、工商管理、食
品卫生等。

31名埃塞学生获中国奖学金

中吉“合作－2019”联合反恐演练 8 月 13 日在新疆乌
鲁木齐某训练基地落幕。此次演练有效提高了双方联合反
恐作战指挥和协同作战水平，提升了应对威胁、打击“三
股势力”的实战能力。图为火力打击演练。 田晓鹏摄

中吉“合作－2019”反恐演练结束

首例海事诉讼跨域立案首例海事诉讼跨域立案

8月12日，消防官兵在浙江永嘉岩坦镇山早村山体滑坡灾害现场开展搜
救工作。 新华社记者 韩传号摄

近年来，甘肃敦煌市经过大力改造，把一条干涸的党
河河道改造成为国家级党河水利风景区。图为 8 月 12 日，
风景区引种的荷花正在盛开。 王斌银摄 （人民视觉）

大漠敦煌荷花争艳

据新华社伦敦8月12日电 （记者梁希之）“梓墨千年
——十竹斋木版水印艺术作品展”12日在伦敦英国王储基
金会传统艺术学院开幕。

据悉，以明代胡正言“十竹斋”为代表的饾版、拱花
等多色套印技术集绘、刻、印于一体，是中国古代印刷发
展史中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此次展览展出200余件艺术作
品和实物，其中《廿四节气》《千手千眼观音》和木刻肖像
印等作品是首次在英国展出。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文化公参于芃致辞说，杭州十竹斋
艺术馆在继承传统木版印刷技艺基础上创新发展，与王储
基金会传统艺术学院办学宗旨和教学理念相契合。希望此
次展览进一步促进双方传统手工艺领域交流与合作。

杭州十竹斋艺术馆致力于继承与弘扬中国传统水印木
刻艺术。2014年，十竹斋木版水印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十竹斋木版水印作品伦敦展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