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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商圈、景区，停车

都是“老大难”

“停车是个‘老大难’，搞得大家即使有
车也不敢开，还有的人停车问题解决不了，
干脆先不买车。”家住上海浦东、车龄 20 多
年的车主老马说，因为自己所在的小区建设
较早，也没有地下车库，居民停车非常困
难。“车位紧张，供不应求，有些车主干脆停
到小区外的马路、人行道上。既占道，又可
能挨罚。新能源车就不用说了，充电桩太少
了，谁敢买呀！”

城市中，除了住宅小区，热门商圈和知
名景点也存在“一位难求”的问题。

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街道是极负盛名的
商圈，外地年轻人到北京，总要来这里“打
卡”，本地居民逛街聚会泡吧，这里是首选之
一。然而，三里屯停车难也是有名的。在三
里屯执勤的一位交警告诉记者，区域内停车
场常年供不应求，即便近几年新建的商场增
设了地下停车位，依旧满足不了需求。“附近
有太古里等几个购物中心和酒吧街，工人体
育场也常有球赛和演唱会。一到停车高峰
期，占道停车导致的道路拥堵非常严重。”

张经理在三里屯街道办事处附近开了一
家川菜馆，最大的烦恼就是附近停车难，客
人经常不满意，对生意有影响。“你看，我们
店前这条路非常窄，附近小区停车位不对外
开放，客人来吃饭，就必须把车停到几百米
外购物中心的地下停车场，然后步行过来。”
张经理说，如果不是因为停车难，生意还能
更好。

知名景点停车难，也常常让开车出行的
游客为难。张师傅是北京什刹海一带的老居
民。“附近停车场少，却有北海、景山、什刹
海、恭王府等好几处景区，非机动车道经常
停满接送旅行团的大巴，早晚还有许多家长
到北海幼儿园、四中初中部接送孩子，路况
就更差了。”张师傅说，到这些景点游览，最
好的交通方式是坐地铁，但如果有走路不太
方便的老人小孩，就比较为难了。“我在这儿
经常看到，有的家庭开车来，在景点门口把
老人和小孩先放下，车主再去转圈找停车
位，然后走回来。”

停车位紧张，普遍存在于中国大城市及
部分旅游城市。据统计，中国小汽车与停车
位的比例长期高于 1，而发达国家约为 1∶
1.3。《2018 年中国停车行业发展白皮书》 显

示，这一问题在一线城市尤其严重，如北京
汽车保有量达608.4万辆，备案停车位总数仅
有 189.05 万个，停车位缺口超过 400 万个，
上海、深圳等大城市也面临着相似的问题。

增加供给，给城市停车场

建设补短板

商务部研究院流通与消费所所长董超在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停车资源供给缺
口巨大、需求难以满足，在此形势下，加强
城市停车场建设已是迫在眉睫。”他认为，提
高停车资源供给水平对促进产业、消费“双

升级”有重要意义，“在居民大宗消费中，购
买机动车是仅次于购房的第二大支出，汽车
产业对国民经济存在较大拉动作用。合理配
置停车资源，除了可以促进汽车产业发展，
还能带动人流、物流，继而促进消费，畅通
经济循环。”

城市停车场，为何如此紧张？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苏剑对记者分

析：“在全球主要城市，拥堵都是大问题。但
这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通行需求和停
车需求在争夺道路空间的问题。停车位是一
种稀缺资源，而停车难和道路拥堵互相影
响，加剧了这种紧张。”

中国大城市停车难，既有人多车多地少
的客观约束条件，也有停车场建设滞后、粗
放规划建设的因素。

首先是起步晚，规划不足。“中国步入汽

车社会较晚，私家车的普及仅仅是近20年内
的事。过去的城市规划缺乏前瞻性，随着汽
车产业和消费的发展，‘停车难’问题逐渐显
露，在大城市尤为突出。”董超说，这集中
体现在停车场面积和车位数量严重不足。他
分析，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去年以来多次强
调补上城市停车场建设短板，未来可能会在
城市停车场面积和车位数量上扩大供给，在
居民区、商业区、景区等各种重点区域和场
所进行补充建设，包括必要时进行土地用途
转换。

其次是城市停车场建设集约化程度低，
资源利用率低。专家普遍认为，在此背景
下，大中城市促进车位资源在空间、时间
上的合理配置，显得至关重要。“在停车需
求高的区域，应进行合理规划，集中建设
一批新型、集约的停车场，如立体停车场。”

董超说。
家住北京市海淀区的王熙伦，每周末都

到北京世纪金源购物中心吃饭、看电影，“这
不是离我家最近的商业区，但因为这里的停
车位多，停车方便，我宁可跑远一点到这里
来。这栋停车楼每层都与主楼相连，顾客去
哪一层，就可以把车停在哪一层。”在福建省
厦门市，厦门海关总关立体车库已经成为当
地的著名地标。工作人员介绍说，这座立体
停车场于 2016 年投入运行，拥有 168 个停车
位和 3 套全自动升降系统，还具有移动 App
查询、远程预约取车等功能。去年底国家发
改委等部门出台 《关于改善节假日旅游出行
环境促进旅游消费的实施意见》 专门提到，
增加景区停车位数量，综合采取扩建停车
场、建设立体停车设施、增加临时停车位等
措施。

此外，资源共享也是多地倡导的方向。
“在加强停车场建设的同时，还要提高停车场
的开放程度，如鼓励机构内部停车场对外开
放，实现资源共享。”董超说。据了解，2018
年北京市颁布的《机动车停车条例》，明确要
分类供应，差别供给，盘活资源，并提出

“小区停车位不足，周边可设临时居住停车
区”“推进单位或者个人开展停车泊位有偿错
时共享”等。

“智慧+立体”，盘活现有停车资源

补上城市停车场建设短板，未必都是新
建。专家认为，盘活现有资源，除了发展立
体停车，还应引导智慧停车。

“特别是商业区、景区，应当着力提高停
车场的智慧程度，利用新型装置，推广大数
据等技术手段，推动智慧停车进程，提高停
车资源利用效率和配置效率。”董超表示。

景区附近文物古迹多，不宜“大兴土
木”，如何提升停车效率？北京市西城区市政
市容委主任刘戍东介绍，什刹海景区不适宜
大规模拆建工程，只能立足现有条件，对腾
退疏解的空地进行立体停车改造。2017 年，
什刹海景区用上了“负三正一”的升降停车
设施。地上1辆车，地下3辆车，原本只能停
8辆车的空间，如今可以停32辆车。

商圈人流量大、停车需求高，如何改善
消费者的停车体验？智慧停车给出了答案。
传统停车场里，引导和收费都靠人工，运行
效率低，入库取卡、出库交费常常要排很长
的队。在北京市王府井商业区一处停车场，
却鲜有工作人员的身影。从入库、泊车、离
开再到缴费出库，全程无需人工，“智慧停车
场”将人工智能和在线支付紧密结合，为车
主创造了高效快捷的停车体验。智能停车系
统的维护员小李介绍，车主可以通过在线地
图查看附近停车场的位置和空余车位数量，
系统则实时掌握着车位情况，使车主能按照
指示，快速、准确地找到最近的空余车位。
进出场时系统会自动识别车牌号码，通过二
维码在线支付收取停车费。

在投资人和业内专家看来，中国政府提
出补上“城市停车场建设”短板，给智慧停
车市场带来机遇，相关企业越来越得到社会
舆论和资本的青睐。“停简单”是智慧停车领
域的一家新兴企业，成立不久就获得了来自
国内外投资机构的多笔大额投资。仅在北京
一地，其业务就覆盖了朝阳大悦城、金融街
购物中心等商业区和香山公园、798 艺术区
等景区，其开发的智能车牌识别系统，把停
车场的时间、空间、周转率跟用户的需求很
好地连接了起来。

未来一段时间，城市停车场建设有望
得到资金、政策的更多支持，成为新基建
的热点之一。不过，苏剑指出，停车资源有
其客观约束条件，化解难题不等于所有需
求都满足，预计今后在扩大供给的同时，
仍会结合价格调节等市场手段，引导适度
发展。

城市停车场建设成为当前基础设施补短板的内容之一——

莫让“停车难”拖住消费升级步伐
本报记者 汪文正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强城市停车场建设”，让许多苦于“停车难”的
车主眼前一亮。

事实上，“停车场”这个小型基建项目并不是第一次进入中央重要会议视
野。在此之前，201 9年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将城市停车场建设
列入“基础设施短板”范畴。过去一年间，国家发改委在部署稳投资等任务时，
也多次强调要抓紧建设城市停车场。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引导资金投向供需共同受益、具有乘数效应
的先进制造、民生建设、基础设施短板等领域，促进产业和消费“双升级”。城
市停车场建设这一“短板”将怎样补？又将对产业和消费带来多大影响？

聚焦产业消费聚焦产业消费““双升级双升级””②

建筑业是观察宏观经济发展的重要窗口。国
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系列报
告之十、十一显示，全国建筑业企业生产能力显
著提升，生产规模快速增长，年产值超过 22万亿
元；经营效益也保持较好增长态势，企业利润和
上交税金总额双双迈上7000亿元新台阶

在规模上，建筑业生产规模快速扩大，建筑
业总产值等主要指标创历史新高。

2018年，全国建筑业企业完成建筑业总产值
225817 亿元，达到历史最大规模，比 2013 年增长
40.8%， 年 均 增 长 7.1%； 签 订 合 同 额 487844 亿
元，创历史新高，比 2013 年增长 68.6%，年均增
长11.0%。

如果分行业看，2018 年，房屋建筑业企业完
成 建 筑 业 总 产 值 141117 亿 元 ， 比 2013 年 增 长
37.3%，年均增长6.6%；土木工程建筑业完成建筑
业 总 产 值 62234 亿 元 ， 增 长 55.4% ， 年 均 增 长
9.2%；建筑安装业完成建筑业总产值 11729 亿元，
增长28.5%；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业完成建
筑业总产值 10737 亿元，增长 28.5%。从比重看，
2018 年，房屋建筑业完成建筑业总产值占比为

62.5%，比 2013 年下降 1.6 个百分点；土木工程建
筑业占比 27.6%，提高 2.6 个百分点；建筑安装业
占比5.2%，下降0.5个百分点；建筑装饰、装修和
其他建筑业占比4.8%，下降0.5个百分点。

在效益上，建筑业企业营业收入规模再创历
史新高，体现出较高的经营效益和发展质量。

数据显示，2018 年，全国建筑业企业实现营
业收入 211992亿元，首次突破 20万亿元，达到历
史最高水平，比 2013 年增长 39.0%，年均增长
6.8%。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209339 亿元，比 2013
年增长38.5%，年均增长6.7%。

从地域结构来看，东中西部建筑业企业营业
收入均保持较好增长态势，中西部地区增长尤为
明显。2018 年东部地区建筑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111496 亿元，比 2013 年增长 36.0%，年均增长
6.3%；中部地区实现营业收入50154亿元，比2013
年增长 61.4%，年均增长 10.0%；西部地区实现营
业收入 43391亿元，比 2013年增长 56.6%，年均增
长 9.4%。除东北地区外，其他三个区域建筑业企
业营业收入连续五年均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从利润总额来看，2018 年，全国建筑业企业

实现利润总额 7975 亿元，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比
2013年增长31.2%，年均增长5.6%；上缴税金总额
7503亿元，增长43.7%，年均增长7.5%。全国建筑
业企业实现利税总额逐年增长，壮大了企业自身
实力，为国家财政收入保持稳定增长作出了贡献。

业内人士指出，过去多年，随着中国经济建
设的大规模进行，建筑业迅速发展并成为国民
经济重要行业，如今建筑业已进入到平稳发展
期。对于建筑业来说，其规模快速扩张带来的
发展正在成为过去式，传统建筑业面临着前所
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对施工企业的转型升级也
提出了新要求。

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赵路兴分析，在
“房住不炒”定位之下，房地产增量受到资金、政
策等约束，但存量市场巨大。未来，随着“加快
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的全面推进，存量市场改造
将成为建筑业主要的增量市场。赵路兴建议，建
筑施工企业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建筑业+新
业态”的发展模式练好企业内功，通过新技术、
新产品、新工艺做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这篇大文
章，并获得新发展。

中建政研集团董事长梁舰认为，当前，建筑
企业面临几个转变：一是业务的主要方向将由城
市逐步转向乡村；二是建设的主要内容将由城市
房地产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主逐步转向以围绕
乡村振兴的第二、三产业建设、农民居住条件改
善和生态环境建设为主；三是投资建设主体将由
房地产开发商、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为主逐步转
为以地方政府、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村合作社组
建的联合体为主。“对建筑业来说，高速度增长结
束就是高质量发展的开始。”

本报襄阳电 （记者程远州）
1 月 6 日，历时 4 年多建设的湖北
省水利“一号工程”鄂北水资源配
置工程上游182公里顺利通水，丹
江口水库的汩汩清泉经湖北省襄阳
市老河口市、襄州区、枣阳市，从
随县封江口分水闸流向封江口水
库，让沿途鄂北岗地 7000 平方公
里供水区、220 万人口、379 万亩
耕地率先告别了“十年九旱”。

按照规划，总投资 180 亿元，
全长269公里的鄂北水资源配置工
程将于 2020 年年中全线通水，届
时，随州市曾都区、广水市和孝感
大悟县，都将喝上甘甜的丹江水。

据了解，该工程主体位于湖北
省境内，是湖北省从根本上解决鄂
北地区干旱缺水问题的重大战略民
生工程。工程以丹江口水库为水
源，自丹江口水库清泉沟取水，自
西北向东南方穿越河南省淅川县、
邓州市、湖北省湖北襄阳市、襄州
区、枣阳市、随州市、曾都区和广
水市，止于孝感市大悟县王家冲水
库，建成后向沿线年均供水将达

7.7 亿立方米，解决 482 万人的生
产、生活用水难题。

包括襄阳、随州、孝感三市北
部的鄂北地区是湖北省人口、耕
地相对集中的区域，也是湖北的

“旱极”，这里降水量偏低，过境
客水少，蓄水能力差，地下水贫
乏，平均井深打到 200 多米才有
水。资料显示，1949 年到 1989 年
的 41 年间，鄂北地区平均每 4 年
发 生 1 次 严 重 干 旱 或 者 特 大 干
旱；1990 年到 2009 年的 20 年间，
平均每两年发生 1 次；2009 年到
2013 年，发生了历史罕见的“五
连旱”，干旱严重影响湖北省的粮
食安全。

鄂北工程是饮水工程，更是生
态文明工程。为最大限度减少输水
过程中的水质污染，最大限度减少
耕地占用，隧洞或管涵输水成为主
要输水方式，全程有隧洞 55 个、
119 公里，倒虹吸 11 座、76 公里，
暗涵 38 座、31 公里，地下输水总
长占 84%。工程永久性占地仅 4931
亩，占鄂北工程用地总量的10%。

鄂北水资源配置工程上游182公里通水——

220万百姓告别“十年九旱”

房屋建筑业产值占比下降，土木工程建筑增长

建筑业运营“量质齐升”
本报记者 王俊岭

上图：近年来，安徽省六安市利用城区部分闲置地建设成停
车场，有效缓解了“停车难”和交通拥堵问题。图为六安市城区
皖西大道一处已建成的生态停车场。 田凯平摄 （人民视觉）

左图：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肖家台社区某停车场收费处的智
能机器人，通过语音指引停车者进行现金或扫码支付停车费，为
车主提供方便快捷的收费放行服务。 杨 东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