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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组来自海南交警部门的数据：海口当前汽车保有量突破50万辆，停车泊位15万个；
琼海目前机动车保有量共13万辆，其中汽车近3万辆，琼海主城区没有大型公共停车场，只有划
设的1800个小车临时停车泊位；定安登记汽车8000多辆，划设的临时泊位为156个……

按照相关规定，机动车与泊位配比应为1：1.2～1.5，据此计算，各市县停车位缺口巨大供需
矛盾突出。如何让车辆顺利入位，成了摆在规划、城管、交警及车主等各方面的大难题。

核心
提示

城市规划追不上机动车增长速度

停车位难寻症结何解
■ 本报记者 李关平 实习生 肖晓

海口市琼山区国兴街道道客社区
是海口的一处大型城中村，社区内常
住人口超过 5万人，拥有车辆 1600
辆，交通问题一度困扰道客居民。

“社区内有5条两车道的大街道，
还有108条小街小巷，一到傍晚人挤
人、车挤车，中间还有电动车，老百姓
出行不畅但又无可奈何。”社区党支部
书记王炳荣对记者说。

居委会请来交警部门分析，发现
根源在于村周边没有停车场，家家户
户的车都要开进自家院子里，或者停
到家门口路边。

狭小的街道涌进这么多车，哪堪
重负？建停车场，土地从哪里找？

面对社区内居民楼密集，土地寸
土寸金、难觅成片土地的现状，如何解
决停车难甚至行车难行路难？社区居
委会明白，自己不知道怎么解题没关
系，有“智库”呀！他们请来包点单位
——海口市纪委以及交警部门出谋划
策。经过专业人士的实地勘察发现，
社区内有几处临时搭建的废品收购站
和臭水塘，这虽是社区脏乱差的地方，
却是建成停车场的理想地。

由于这些地方属于多户居民，单

户居民自有面积小，所以土地一直没
有建房。居委会立刻挨家挨户做工
作，提出引进资金建设停车场后大家
利益共享，每户居民将按照土地面积
大小分红。这个方案几乎全票通过。
今年初，道客社区面积共约18亩的4
个停车场相继建成，一下子增加了
500个车位。

近期，海口交警部门正在道客社
区主要街道上完善标志标线，设置禁止
车辆占道停放标示，引导车辆到社区停
车场停放，社区内道路交通状态正在发
生变化。 （本报海口1月20日讯）

一“位”难求矛盾突出

朋友邀吃饭，先问去哪儿吃？再
考虑一路开车过去堵不堵？到目的地
了有没有地方停车？这3问已成为海
口市民外出吃饭应酬的“必考题”。

在龙昆南路昌茂花园小区居住了
十余年的林先生，这一两年来外出吃饭
时多数情况下不敢开车。为什么？林
先生告诉记者，小区车位太紧张了，如
果吃完饭后超过20时回来，小区里保
准找不到车位，不管是道路边、绿化带，
还是一楼出口处，基本上找不到空位。

“每次晚上外出吃饭，我会先把车
开回小区停放，然后再坐出租车赴
约。”林先生表示。

据了解，10多年前，昌茂花园作为
海口相对高端的社区，车位曾有过盈
余的阶段，如今小区住户买车的人太
多，而且不少家庭有两三辆车，于是小
区内能搁下车的地方都塞满了车，但
空间还是不够。

小区难停车，自然会出现“溢出”效
应。找不到车位的车主，便将车停放到

小区外的机动车道、人行道上。龙昆南
路执勤交警梁庚平告诉记者，龙昆南路
沿线的小区住户夜间会把车停到路边，
等他们白天开车离开后，沿线的商业场
所、单位开门，停的车又多起来了。

在解放军187医院对面的一家省
级单位，门前的人行道上经常放着两
排车，梁庚平和同事多次现场劝离甚
至开罚单，但是效果并不明显。这家
单位门口的保安向记者大倒苦水：“上
百人的单位，单位及员工自有车辆几

十辆车，还有开车前来办事的人员，车
位哪里够用。”

但是，车停在人行道上又影响到
行人通行。去年11月，海口交警部门
将龙昆南路、秀英大道等6条道路定为

“严管街”，严查路边乱停乱放。
“我们一个中队6个人轮流值班对

违停车辆进行劝离，不听劝告或者长
时间占道的车辆才拍照开罚单，仅仅
依靠罚款已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了。”梁庚平感慨。

擅改规划 造成停车场人为减少

如何破解停车难题？
新城抓规划 老城细化管理

去年初，我省通过的《海南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办法》，明确要求规划部门在审批城市
道路沿线的大型建筑建设项目时，应
当事先征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
意见；新建、改建、扩建的公共建筑、商
业街区、居住区、大（中）型建筑等应当
按照标准配建、增建停车场（库）。

“《办法》中有明确规定，关键是需
要各地落实政策。”省交警总队交管处
处长陈伟志认为，停车难事关百姓福
祉，不是某一个部门的事情，而是社会
都应该关注解决的问题，建议各地政
府要提高认识，坚决执行政策，提高规
划的前瞻性和科学性，这样可以从源
头上解决停车难问题。

对于人口密集、土地资源有限的
老城区应该如何有效解决停车难
呢？陈伟志认为，当地政府应充分挖
掘潜力，扶持和引导社会资金，开发、
利用现有的资源建设停车场地，特别
是建设容量较大的立体停车场所。

此外，居民小区与机关、企事业
单位之间也可以互惠互利，提高停车
场所、停车位的周转率。如将居民小
区内的停车场、地下车库和机关、企
事业单位内停车场、地下车库进行交

叉使用，白天居民上班，小区内停车
场空闲可以提供给附近的机关、企事
业单位上班的车辆停放；晚上，机关、
企事业单位内停车场空闲可以提供
给附近居民停放车辆，用此方法可有
效缓解停车矛盾和压力。同时，建设
区域性停车场所，设便捷的人行通
道，鼓励居民转变观念，将车停在停
车场后走“最后一公里”到达目的地。

有业内人士建议，应该谋划建设
城市智能停车系统，提高停车管理的
科技化水平。特别是将各个停车场
管理系统与交警指挥中心系统对接，
交警及时掌握停车场动态，通过道路
上的交通诱导屏、广播，甚至网络，向
车主发布停车提示，引导车主及找到
车位。如此，既方便了车主，又能避
免车辆滞留道路引发拥堵。

记者近日从三亚市交警部门获
悉，为做好旺季旅游工作，三亚目前
已在主城区开工新建25个停车场，
增加停车位5193个，并着手规划建
设月川立体停车场等多个永久性停
车场。海口市政府也正在谋划实施
路边临时停车规划，将在路边划设临
时泊位，分时段停车，比如设立夜间
泊位等，尽可能增加老城区车位。

臭水塘
变身停车场
海口道客社区“变废为
宝”建起4个停车场

在三亚市临春河路，车来车往热
闹非凡，路边一块禁止停车的标志非
常醒目。居住在附近小区的居民庄先
生表示，2014年，临春河路在停车泊
位是设和撤之间摇摆的一年。

2014年1月，三亚市政府发布公
告称，为有效利用城市道路资源，提高
城区道路通行效率，规范城区道路停
车秩序，缓解城区停车压力，决定对三

亚市城区临时占道停车实行收费管
理，临春河路等多条道路划设临时停
车泊位。

庄先生表示，临春河路小区、企业
不少，但是沿线空地少停车难。当时
划设的临时泊位大大缓解了道路沿线
居民和白天上班族的停车难题。

这种被居民称为的“好景”持续
时间不长。10个月后，三亚市政府

再发公告称，为改善道路交通环境，
规范车辆通行秩序，提高通行效率，
缓解交通拥堵，确保行车安全，决定
取消三亚河东路、临春河路、河西路、
春园路等路段近1000个临时占道停
车泊位。

政府的这两个公告反映了他们的
两难处境：划设临时泊位，安顿好车
了，却堵了路；取消临时泊位，路好走

了，车却难安置。庄先生认为，政府在
道路停车问题“设和撤”之间摇摆，凸
显了当前城市停车管理的尴尬。

据三亚市交警部门统计，三亚市
目前机动车保有量近23万辆，每天还
有约100辆机动车申报上牌。此外，
还不包括旅游旺季从外地涌进三亚的
车辆。机动车数量的与日俱增，令化
解停车问题难上加难。

近年来，随着我省县域经济发展，
市县车辆也在与日俱增，停车难问题
也正从海口、三亚向全省各市县蔓延。

“相约喝茶也有两辆汽车，七八人
吃饭动辄四五辆车，老城区哪里找位
置停车？”在定安县城人民中路，交警
大队长吴烽眉头紧锁地对记者说。他
向记者透露了一组数据，定安全县登
记汽车8000多辆，此外还有大量在海
口车管所、琼北车管所登记上牌在定
安行驶的车辆，但是划设的临时泊位

仅有156个。
定安县老城区为7平方公里，是人

口最为密集区，机关单位、商业区、市
场、文化场所、学校均集中在此。原本
就拥挤的老城区，再加上满街无处停
放的机动车辆，整个老城区显得更加
拥挤和凌乱。

记者调查中发现，老城区的道路
大部分为两车道，商业楼又都靠近路
边，多数商业楼离道路仅3米之隔，且
商业楼盘前无停车泊位。而在一些企

事业单位，虽然规划有部分停车位，但
基本不对外开放。

“路边一旦停车，道路通行受阻，
路边禁止停车，附近商家意见大，我们
也要考虑民生需求啊。”吴烽表示，交
警部门只能在一些双向四车道以上的
道路上划设停车位，规范停车秩序，但
是156个泊位远远不够，不少车主就
并排停在路上，四个车道最后只有一
个车道通行。

在琼海这样的县级市，停车位的缺

口也不小。琼海全市机动车保有量共
13万辆，其中汽车近3万辆，每月在琼
海市上牌的汽车就有50辆。目前琼海
主城区没有大型公共停车场，只能在道
路划设1800个小车临时停车泊位上停
放，对于城区主要商业区的道路，则禁
止路边停车以免影响交通通畅。

停车问题已事关百姓民生。去年
底，琼海市政协组织调研组对嘉积城
区停车难的现状开展调研并献言献
策，形成报告上报琼海市委市政府。

外出吃饭有三问
去哪儿？堵不堵？有没有地方停车？

政府的两难体现在两个公告上
划设临时泊位，停了车堵了路；取消临时泊位，路好走车难停

车多路窄缺少大型停车场
停车难问题蔓延至市县

机动车快速增长，停车位捉襟见肘。停车难题从海口、三亚逐步蔓延到全省各地，
成为当地政府不得不引起重视的民生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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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96年，海口市就在国贸金
龙路建成了第一家立体停车场——金
贸停车城，共有8层约400个车位。

由于国贸金龙路聚集着多家餐
馆，生意火爆，停车问题一直是餐馆
的“短板”，记者原以为晚饭期间，附
近的金贸停车城必定爆满。然而，记
者近日走访发现，金贸停车城空置率
高，特别是4层至8层。租用这个停
车城车位的主要是邻近的 3 家餐
馆。其中一家餐馆负责人表示，这与
车主的停车习惯、观念有关，有些车
主习惯了“门前停车”，你让他停得稍
微远点他就不乐意了，特别是请消费
者将车停到停车城，他们嫌麻烦。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海口海秀
东路人民公园立体停车场，这个约
300个停车位的立体停车场，对面就
是繁华的商业区，但是利用率却不到
一半。其中尤其让人奇怪的是，在节
假日期间停车位非常紧缺的情况下，
仍有很多车情愿在海秀路上排队等，
也不愿意停到对面的立体停车场。

“这边车往一处挤，那边立体停车
场被冷落车位闲置，停车资源得不到合
理的配置，这是一种浪费。”舒昌煜说。

此外，还有部分车主公德意识
差，一辆车占两个位，或者将车长时
间停放在临时泊位，导致车位流转率
低，也会进一步导致车位紧张。

近日，海口水岸阳光小区的住户遇
到了闹心事，原来好端端的地下停车场
被物业公司租出去当做家具广场，家具
占据了小区数十个停车位。

“地下停车场是我们住户的公共
资源，物业居然擅自出租给商家，简
直太不可思议了！”小区业主黄先生
气愤地说。

家具广场负责人也坦承，他们向
物业租下了停车场四五百平方米，经
过装修后开始营业，每个月按照所占
用的停车位数量向物业交钱。

类似的事件，近年来在海口等地
屡屡上演。海口市有关部门曾对66
栋沿街建筑初步调查，发现共计有三
分之一项目未按批建要求建设停车
场。一些建设单位在完成工程验收

后，往往没有按标准实施停车场建
设，认为停车位占用了空间，擅自改
变了停车场的使用功能，比如改成大
型超市，从中牟利。

“不少开发商、物业公司当前仍不
把配建停车场作为必备的配套设施看
待，只看重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发展需
要，想尽办法压缩配建规模，或将配建
停车场挪作他用。”海口市交警支队秩
序科副科长舒昌煜对记者说。

舒昌煜向记者透露，海口当前汽
车保有量突破50万辆，但是只有15
万个停车泊位，如果按照国家相关规
定机动车与泊位配比1：1.2～1.5计
算，海口停车位缺口巨大，加上新建
筑再压缩、老建筑挪用，将进一步恶
化海口停车难题。

停车难难在哪？
停车场建设规划常被擅自变更，商圈寸土寸金忽

略停车场建设，车主停车追求下车即达目的地

停车难问题，归根结底是供需失
衡的矛盾，如何增加停车位是重要的
手段。

“如今主城区商贸发达，土地寸
土寸金，谁有土地会拿来投资建停车
场？”一名投资立体停车场的业内人
士告诉记者，近年来，海口海秀路东、
龙华路等路段拆迁了一些老旧建筑，
但是旧房拆完了并没有腾出空间来
建设公共停车场，而是盖起了更高的
住宅或商住两用楼房，加上新建筑物
车位配比低，形成了新的停车难题。

这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建设区
域性的公共停车场，特别是立体停车
楼，能缓解商业中心停车难题，关键
是谁投资？立体停车楼一次性投入
大，回收慢，政府如果不在土地出让、

税收、资金补贴等方面支持和引导，
停车场是建不起来的。

在定安县老城区，户户相连，楼
挨着楼，密集过度的开发，已经难以
找到土地建设停车场所；在琼海主要
的商业街东风街，仅有一家约50个
车位的停车场，位于一家超市的负一
楼，沿街几乎找不到成片的停车场
地；在三亚，一家购物广场为了节约
土地成本化解停车难题，把停车场修
到楼顶，在购物广场顶楼1万余平方
米规划出500余个停车位，以满足游
客购物停车需求。

去年底，省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
工作委员会调研发现，城市停车场停
车泊位紧缺，建设停车泊位的速度远
远追不上汽车增长的数量。

土地难寻缺政策支持 停车场建设被忽视

受车主停车习惯影响 立体停车场被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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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南边海景观大道农贸市场旁，新建的停车场拥有450个车位，车辆
停放得井然有序。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海口道客社区昔日占地十几亩的巨型垃圾堆，如今成了宽敞的停车场。 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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