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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光镜··关注共享社会建设⑧

4 月 8 日，本报法人微博发布微
话题“骑共享助力车，体验怎么样？ ”
引发网友热议———

@ 蜗居 2012: 共享助力车现在
都主推骑行次卡， 代替了以前的月
卡、季卡，收费标准提高了，不如以前
优惠。 现在共享助力车用户越来越
多，优惠力度应该加大。

@ 泉河边的娃:共享助力车的质
量需要加强，比如某企业旗下车辆脚
蹬损坏率就比较高，骑行时不仅不方
便也存在一定安全风险。 还有，早高

峰和晚高峰热点区域的车辆调度也

需要加强， 有时车辆过多占了道，有
时车辆很少又骑不上。

@凯莉在哪里：骑共享助力车必
须要遵守交规。 有的骑行人觉得不是
自己的车，骑得随意一点也没什么，骑
到机动车道、人行道上，甚至逆行、闯
红灯，这需要有关部门加强管束。

（本报记者 殷骁 整理）

让共享助力车一路畅骑
■ 韩小乔

共享助力车是共享经济的一种创

新模式，既绿色环保又快捷方便，但在
使用过程中，人们也遇到一些问题：有
人觉得找车难， 小区附近没有共享助
力车或助力车时常没电； 有人觉得停
车难，停车点少、距离远、可停放区域
小，且车辆东倒西歪、无序堆放等。

找车难、停车难，暴露共享助力车
运维管理困局。 早晚高峰时，共享助力
车高频次流动， 城市公共用地被大量
挤占又迅速空旷， 大部分运营企业集
中在早晚高峰后对车辆进行调度及充

电， 导致部分用户找车难、 找满电车

难。 一些企业出于实现规模效应乃至
垄断效应考量，不顾运维能力不足，持
续增加投放量， 导致部分区域车辆淤
积严重，给人们出行带来新的不便。 如
何科学调度运营、精细化管理，既满足
公众骑行需求，又维护公共交通安全，
考验各方智慧。

便捷不能以混乱为代价。 企业是
共享助力车投放和经营管理的主体 ，
应当承担运营、管理和服务的责任。 要
用车时找不到车， 有的地方又车满为
患， 归根结底是因为企业投放不够合
理、调度能力有待加强。 一些企业往往
只根据目前情况， 在高频人群出行区
域设置停车点， 却忽视了公众不断变

化的骑行需求， 没能及时优化更新停
放区域的设置。 弥补运维能力短板，企
业不仅要配备充足的运维人员， 也要
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可利用大数据精
准确定投放区域， 对热点区域进行安
排调整，将 5G 技术、北斗卫星等应用
于系统开发维护中， 帮助用户快捷找
车、定点停车，防止占道停车，制止用
户不良骑行行为。

面对新事物，监管要跟上。 找车难
就盲目鼓励大量投放、停车难就“一刀
切”禁止投放，很容易走上“一管就死”
“一放就乱”的老路，也不可能满足公
众需求。 共享助力车的运维困局，一定
程度上反应出有限的城市空间与快速

增长的出行工具供需之间的矛盾。 通
过大数据分析和数字化、智能化应用，
使多种交通工具和多种出行方式间实

现相对平衡， 发展绿色交通、 共享交
通， 是城市交通管理智慧化转型的现
实课题。 同时，政府与企业之间信息资
源不对称、 沟通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也
加剧了监管难度。 只有做好配套规划、
畅通信息共享渠道、 加强政企协调联
动， 才能补齐城市规划和公共资源协
调分配的短板，提升公共管理水平。

共享助力车犹如一面放大镜，照出
了一些人的素质问题。部分区域停车难
问题，并非都是企业运营不完善、政府
管理不到位导致的，也与用户不文明骑
行、无序停放直接相关。 人们不仅应提
高文明素质，自觉遵守法律法规，也要
及时制止和举报乱停乱放行为，通过自
身的使用体验， 积极为治理献言献策。
多方协同治理、坚持齐抓共管，才能破
解管理困局，让共享助力车一路畅骑。

■ 本报记者 李浩 贾克帅

记者： 共享助力车在给市民带
来方便的同时， 也存在着乱行扰乱
交通、乱停挤占道路等问题，这些乱
象屡屡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陈飞翔：共享助力车具有环保、
便捷、省力等特点，能够较好地满足
市民出行“最后一公里”需求。 但是，
乱行乱摆乱放现象突出， 存在较大
交通安全风险。 主要原因是助力车
具有轻便灵活、速度较快等特点，共
享助力车的产权不属于个人， 骑行
对象不确定 、不固定 ，每次使用后 ，
缺少安全性能检查， 就会存在较大
的安全隐患， 极易引发交通安全事
故。 此外，不少骑行者交通安全意识
较为淡泊， 违反交规的行为时常发
生，增加了交通安全隐患。

龚家震：共享助力车的出现，大
大方便了市民出行， 但也因其无序
停放和不文明出行带来了交通管理
压力，侵占了市民公共空间，引发了
城市管理新难题。 造成这些问题的
主要原因是共享助力车电子围栏精
度不高，误差较大。 定岗人员、运维
人员不到位， 根据要求各公司在运
维上要达到 150 辆/人， 目前尚未达
到要求。 一些公司管理运营水平不
高，部分市民自身素质也有待提高，
骑行时随意停放现象较多。

记者： 该如何对共享助力车规
范管理，让其能够行稳致远？

陈飞翔： 管理共享助力车宜疏
不宜堵 ，应建立起包括政府 、企业 、
用户等多方参与的协同治理体系 ，
而政府要在这个治理体系中发挥主
导和引导作用。

政府应规范共享助力车行驶规
则，严格按照非机动车的规则管理，

不准带人共乘， 按照要求自行其道，
违规行为必须受到交通处罚。加强科
技手段， 打造共享助力车管理平台，
实现对共享助力车的统一管理，实时
监控路面热点、 对单车进行智能调
度。政府还应对共享助力车企业进行
定期考核，明确企业应尽责任，针对
企业投放、 运维的实效和违规情况，
进行动态监管实施相应奖惩。共享助
力车运营企业要加强对车辆本身的
科学设计，科学限定最高时速，限制
车身重量。

龚家震：马鞍山市城管、交警、市
场监管三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
步加强互联网租赁电动车自行车管
理的实施意见》，根据文件要求，严格
审核报备制度。 目前，马鞍山市核定
数量共计 2.5 万辆。 利用数字城管对
乱停放车辆进行案件派发，共享助力
车需在 30 分钟内完成结案。 每季度
对共享助力车运营企业进行问题通
报，对存在的问题限期整改，对不整
改或整改不到位的企业及时进行约
谈，对问题突出、屡教不改的企业按
照相关文件精神清退出马鞍山市场。

马鞍山市城管局还将要求各共
享助力车企业对城区内停车位进行
再摸排，完善电子围栏，在重点路段、
重点点位、人口密集区域，包括商业
圈、医院、学校做到定人定岗，计划在
4 月底达到 150 辆/人的运维标准。马
鞍山市城管局将采取抽查方式对各
公司定岗人员在岗情况进行督查和
运维人员数量核查。 从 4 月份开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 马鞍山市城管局将会同公安交
警部门对主城区非机动车开展集中
整治， 对道路上乱停放的非机动车
（包括市民自有车辆），将采取集中清
拖和行政处罚等措施，确保非机动车
停放规范有序。

共享助力车存在哪些问题， 整治难点在
哪里，该如何规范？ 记者对话长期关注这一问
题的省政协委员和相关部门负责人———

协同发力来共治
规范疏导促共享

对话人：省政协委员、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陈飞翔

马鞍山市城市管理执法支队支队长 龚家震

● “我骑共享助力车有两年
多了，感觉非常方便，速度也
很快。 ”

———合肥市民江林峰

● “操作简单 、机动灵活 、
不用自行充电 、 不用找停
车位。 ”

———合肥市民梁红

● “每天 20 点后 ，会进行
车辆调度及充电， 导致部分
用户找车难、找满电车难。 ”

———哈啰出行安徽区公

共关系负责人周健

● “相关部门对骑行市民的
处罚力度较轻， 多以批评教
育、少量罚款为主。 ”

———合肥市城管局指挥

考核中心主任李大勇

● “今后要继续发挥管理考
核的指挥棒作用，引导企业加
大对热点区域、潮汐用车地段
的应急调度力量，保证市区正
常交通出行秩序。 ”

———合肥市城管局指挥

考核中心主任李大勇

● “相关部门应针对共享助
力车骑行违规行为开展联合

执法 、集中整治 ，培养市民文
明安全骑行习惯。 ”

———相关专家

共享助力车已成为很多人热衷的出行方式。 共享助力车到底骑得怎么样？
管理中还有什么问题？ 应如何解决？ 记者深入一线调研走访———

共享助力车 好骑更要骑好

■ 本报记者 殷骁

便捷又环保 骑行感觉好

出了地铁口， 找到一辆共享助力
车，打开 App 扫码，“滴”的一声解锁，轻
松骑车上路。 4 月 8 日上午， 合肥市民
江林峰像往常一样，骑着共享助力车上
班，10 分钟后就到了单位。 “我骑共享
助力车有两年多了， 感觉非常方便，速
度也很快。 ”小江的单位离地铁站有 3
公里左右， 下了地铁就有共享助力车，
解决了通勤“最后 3 公里”问题。

目前，合肥街头的共享助力车主要

有两种车型，一种形似自行车，一种是
形似电动自行车的踏板车。两种车型前
端均安装了车筐，可放置随身物品。 不
购买骑行卡，单次 20 分钟内计费 2.5 元
至 3 元；如果购卡，每次骑行前 20 分钟
免费，超出时长则重新计费。

“操作简单、机动灵活、不用自行充
电、不用找停车位。 ”合肥市民梁红这样
总结共享助力车的优点。 在她看来，城
市有些拥挤路段，共享助力车都能穿梭

自如，有时比驾驶汽车还要方便。 更重
要的是，使用共享助力车，不必大费周
章找停车位。

据合肥市一名共享出行企业运维
专员李师傅观察，这两年骑共享助力车
出行的市民大大增多。 “路上骑共享助
力车的人占到共享骑行人数的 7 成以
上，我们在合肥多个区域以投放共享助
力车为主。 ”业内人士认为，共享助力车
有电力辅助的助力系统， 更加轻便好
骑，用户使用体验较好。同时，它补充了
城市公共交通体系中 3 公里至 5 公里
的中、短途出行需求，相应促进了城市
交通节能减排。

朱慧卿/绘

管理要升级 骑行需文明

针对车辆停放问题，《合肥市城区
共享单车停放区设置及管理暂行办法》
明确，充分利用城市道路的人行道等空
间设置共享单车停放区；城市道路的机
动车道、非机动车道 ，宽度低于 3.5 米
的人行道 ，绿地 、消防通道 、无障碍设
施、盲道等处为共享单车禁停区。 相关
部门表示，将根据城市空间布局，适时
科学调整停放区和禁停区。

日常服务管理考核是规范引导共
享出行企业的有效途径。 有企业区域
负责人表示， 日常服务管理考核内容

详实、规范，对应急调度、运行维护、客
户服务等都有明确规定和考核目标 ，
让企业在运营时有章可循， 有助于行
业良性发展。 “今后要继续发挥管理考
核的指挥棒作用， 引导企业加大对热
点区域、 潮汐用车地段的应急调度力
量，保证市区正常交通出行秩序。 ”李
大勇告诉记者。

“我们升级了共享助力车智能调度
系统，提升车辆调度和派单效率。 也正
在布局换电系统，以换代充，提升车辆
使用效率及用户体验。 ”周健表示，困扰

市民的“找车难”现象将得到缓解。
为提倡文明出行， 一些企业还设立

了“骑行驾照”，作为辅助管理手段约束
用户违规停车、私占车辆等不文明行为。
当用户驾照处于黑名单级别时， 将无法
使用出行服务。 此外，用户在禁停区停放
共享助力车将收取一定数额的调度费，
以倒逼其将车辆停在停放区内。

去年， 合肥市启动共享助力车登
记上牌工作。 据合肥交警部门相关人
员介绍， 目前该市共享助力车上牌工
作进展顺利， 全市共享助力车牌照已
实现应上尽上。 有专家建议，相关部门
应针对共享助力车骑行违规行为开展
联合执法、集中整治，培养市民文明安
全骑行习惯。

借还有时难 安全有隐患

共享助力车逐渐成为不少市民优
选的出行方式。 不过，发展过程中难免
遇到一些问题。

“一些停放区和禁停区的规划不合
理， 有时还了车要走很久才能到目的
地。 ”梁红说。 例如，一处商务楼宇周边
均是禁停区，停放区在马路对面，用户
停车后， 要多花 10 分钟左右才能到达
该楼宇。

有时找车也困难。 有市民反映，每
天晚上 8 点后， 街边共享助力车数量
锐减， 能找到的几辆车， 不是电量不
足，就是有故障。 某天 21 点多，合肥市

民左先生一路扫码 5 辆共享助力车 ，
竟然都没电，不得不打车回家。 “这个
时间段共享助力车特别少 ， 很不方
便！ ”左先生说。

“目前大部分品牌的共享助力车主
要集中在早、晚高峰后充换电。 尤其是
每天 20 点后，会进行车辆调度及充电，
导致部分用户找车难、找满电车难。 ”哈
啰出行安徽区公共关系负责人周健这
样解释。

共享助力车的安全隐患也逐渐凸
显。 近年来，2 人甚至 3 人同车的超载
骑行、逆行、骑车通过斑马线等共享助

力车违反交规现象时有发生。合肥市城
管局指挥考核中心主任李大勇告诉记
者，由于共享助力车所有权与使用权分
离，因而相关部门对骑行市民的处罚力
度较轻，多以批评教育、少量罚款为主。
另外，共享助力车充电设施和电池更换
过程是否安全，废旧电池如何处理也是
不容忽视的问题。

骑共享助力车发生交通事故怎么
办？周健表示：“我们为每位用户购买了
相应保险。 在用户扫码解锁车辆后，保
险随即生成， 用户万一发生交通事故，
可按保险公司相关流程申请理赔。 ”目
前，损坏的共享助力车一般由企业负责
维修， 用户如果没有故意损坏嫌疑，就
不会被追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