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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停乱放随处见 简单收缴致“三输”

全国数百万辆共享单车怎么管
当前，全国共享单车已有数百万辆。在一些城市，共享单车已是不少市民出行的便利

工具。“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在共享单车越来越流行的同时，乱停乱放、恶意破坏甚至
直接骑回家等不文明现象频发。但是，治理乱停乱放，简单收缴可能导致“三输”：管理方
浪费人力，单车公司资产受损，需要骑车的用户用不了。近期，深圳、成都、上海等地已开
始对共享单车进行规范管理。

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已有
数十家企业进入共享单车领域，
包括摩拜、ofo、小蓝、优拜、骑呗
等。记者了解到，截至今年2月，
摩拜单车已进入北京、上海、武汉
等15座城市，在上海就投放了10
万辆；ofo 共享单车覆盖全国 33
座主要城市，单车80万辆。业内
人士估计，全国共享单车已有数
百万辆。

记者调查发现，扫码骑走、手机
付费的共享单车为不少市民解决了

“出行最后一公里”问题，但也随之
出现乱停乱放等不文明现象，挤占

公共空间，带来安全隐患。
在北京不少地铁口，人们经常

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的黄色单车横
七竖八随意停放，有的甚至直接放
在非机动车道或者人行道上。长椿
街附近一名停车场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最近几个月，地铁口越来越多这
种黄色单车，有的靠边放，有的就直
接放在入口处。

静安嘉里中心位于上海闹市
区，建筑周围并没有专门的共享单
车停放点。记者近日经过时看到，
一个使用者正在路边的花坛边停放
摩拜。“找了一大圈都没找到可以停

单车的地方，要不然就得停远点走
过来，太不方便了，只能这样放了。”
他说。

此前，在深圳南山的一个公
园旁，有几百辆各种品牌的共享
单车被集中放在一起。这些单车
就是由于违停被周边居民举报投
诉，保安不得已将其统一放到了
公园。

记者调查发现，在不少城市，非
机动车道、步行道、主次干道转弯
口、闹市区，随处可见各种颜色的共
享单车，对环境秩序以及出行安全
产生了影响。

目前，对于违停的单车各地如何
处理？记者调查发现，在上海、深圳、
广州、成都、南京等地，共享单车在人
流拥挤地段违停，都被相关部门集中
收缴，有时达数百辆。

年前，铁路上海站联合交通、城管等
部门开展集中整治，要求共享单车公司
早8点至晚8点，派人清理火车站区域的
单车。近日，上海市虹口区嘉兴路街道
也组织团员青年、学生持续在辖区人流
较为集中的地方，利用休息及课余时间，
做维护共享单车的参与者、有序停放的

“宣传者”和“监督者”。
“你去看摩拜单车定位地图，凡是

搜索交通事故违章专用停车场，看到
几十辆单车挤在一处的，差不多都是
被收缴过来的。”专门惩戒不文明用车
者的组织“单车猎人”群群主庄骥给记
者展示了多张图片：此前，上百辆因为

违停而被“暂时保管”的各色共享单
车，整齐摆放在上海黄浦区制造局路
一个违章停车场内。

庄骥在上海虹桥地区一家商场拍
到的视频显示：商场保安两次将停在
人行道上非白线区域的单车，搬到马
路边的非机动车道上，随后相关部门
将这些违规停放的单车统一运走。

在南京，新街口地区近日集中清
理整顿停车秩序，几百辆共享单车被
运走，集中保管。

记者在多地调查发现，目前对于违
规停放的共享单车，基本按照普通自行
车的违停来管理。相关部门收缴后将其
统一保管，由运营公司前来联系取回。

不少业内人士表示，仅仅这样简
单收缴很可能导致“三输”：管理方浪
费人力，单车公司资产受损，需要骑车
的用户用不了。

与城市公共自行车有固定车桩
不同，共享单车没有固定的停车点，
如何保证使用者依规停放？

据了解，目前，多家共享单车都
出台了信用惩戒条款，提醒使用者停
放在规范区域内。单车内有一套积
分系统，一旦停放不符合规范，下一
位使用者可以进行举报，扣除这位违
停者一定的信用分。当用户分过低
时，会在一段时间内失去使用权利。

例如，摩拜规定每位新用户都有
100 分原始信用分，借一次车加 1
分，然而违停一旦被举报，查证属实
的话将会一次扣除20分，低于80分
的将以100元/半小时的价格收费。
想要恢复原价，可以通过举报他人违
停或骑行来攒信用分。

摩拜公司介绍，在运营时间最久
的上海，曾被扣分扣到80分以下的
比率大概占到用户总体数量的
0.1%-0.5%，但绝大多数没有真的被
扣钱，而是通过骑行或举报又恢复了
分数。“希望通过这些措施，让更多人
更自觉遵守规则。”

近日，已在深圳投放互联网自行
车的4家企业发表联合声明，将加强
行业自律，配备与投放规模相匹配的
停放秩序管理团队，加强与商业、办

公等非公共区域管理主体的沟通，设
置停放区域，做好停放秩序的管理。

对于共享单车的管理，各地政府
也在探索。近期，成都市在中心城区
各级城市道路人行道等公共区域统
一设置非机动车停车区位，要求将单
车停放在区域内；深圳开始规范自行
车包括共享单车停放，试点设置停放
区，交警部门也在展开行动，对乱停
放自行车的驾驶人罚款20元；上海
相关监管部门在路边画出统一的白
线框，作为单车的合法停放地点。

摩拜上海总经理姚呈武介绍说，
2016年6月至今，上海新增了8000余
个白线框，收费停车点中有71个免费
对摩拜单车开放。一些区政府还以
购买服务的形式，聘用相关人员，在
区内出行集中的时间段和地段投放。

据了解，各地政府部门的监管意
见正加速出台：成都将鼓励支持共享
单车写入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并
出台《成都市关于鼓励共享单车发展
的试行意见（征求意见稿）》；上海市
交通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出台关于
共享单车的指导性意见，车辆标准、
区域分布、违停处理等热点问题都将
有所涉及。

（据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

各地管理办法将陆续出台
明确热点问题处理办法

违停单车多被集中收缴
简单收缴可能导致“三输”

数百万辆单车入场 乱停乱放问题凸显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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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信息显示，今年春节期间，南京、杭州、苏州等地新房成交量纷纷萎缩，大多下跌
至个位数，为近三年同期的最低值。2017年房地产市场“清淡”开局透露何种信号？

春节期间多地新房成交量纷纷萎缩

楼市 开局透露何种信号？

春节假期成交萎缩是今年房地
产市场开局“遇冷”的典型写照。深
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公布的
数据显示，1月，深圳市一手住宅成
交量下滑明显，共成交1652套，环比
下降23.6％。今年春节期间，南京市
住宅认购量共 31 套，成交量为 1
套。认购量与去年春节假期的52套
相比，下跌近四成。上海新建商品
住宅成交949平方米，比猴年春节期
间减少71.1％，是2011年以来成交
量最低的。

作为楼市风向标的一线城市和
热点二线城市成交量呈现普降态
势。北京楼市新建纯商品住宅仅签

约2477套，二手住宅的签约量也下
滑到了 12860 套，环比分别下降
23.8％和 28.9％；广州住宅网签
6823套，同比下降12.63％，环比下
降42.32％；厦门一手住宅成交413
套，环比下降45.23％；合肥九区一
手住宅成交1384套，环比下降近五
成，同比下降超过80％；杭州成交
新房8502套，环比下降约33％。

伴随成交量的萎缩，一些热点
城市的房价有所松动。1月份，深
圳房价继续回落，成交均价54931
元／平方米，环比下降0.03％；广州
成交均价16970元／平方米，环比
微跌0.61％。

值得一提的是，刚需入市是1
月楼市成交量的主力。深圳1月90
平方米以下中小户型成交量为
1172套，占总成交量的71％。上海
1月均为外环以外刚需或者首次改
善置业产品，成交区域为金山、青浦
等外环以外远郊，成交均价都在4
万元／平方米以内，而去年同期有
24个项目有交易，并且结构也较为
齐全，除了刚需改善外，还有一些单
价超过10万元／平方米的高价房。

多家市场研究机构认为，这表
明刚需和首套置业比例大幅提高，
投资投机行为得到进一步抑制。

记者采访了解到，鸡年开局清
淡与市场风向有关。1月的一系列
数据显示，楼市进入下行通道基本
确立，从购买心态来看也没有非理
性追涨行为。和去年下半年相比，
一些买房人的心态相当平稳，并不
着急出手，观望成了市场主流。

业内人士表示，主要有三大原因
造成鸡年楼市惨淡经营：一是春节假
期为传统的楼市销售淡季，市民更多

地忙于走亲访友或者出游；二是
2016年楼市过于火爆，透支了部分
市场购买力，鸡年春节前后推盘量明
显减少；三是今年以来楼市热度骤
降，不少准购房者因热点城市未来房
价走势不明朗而处于观望中。

中原地产分析师张大伟认为，1
月公布的2016年数据显示，从去年
10月开始，市场的亢奋已在各地的
调控之下逐渐退烧，多项指标同比

涨幅已有收窄。
实际上，在“防风险、挤泡沫”的

主基调下，去年9月份以来，全国20
余个热点城市密集出台调控措施，
去年第四季度市场热度骤降，部分
三线四线城市也相继加入调控行
列。楼市开局遇冷也是政策调控显
效。此外，今年1月各地陆续召开
的地方两会也透露出“房子是用来
住而不是用来炒”的信号。

2 政策调控显效 市场观望转浓

1 楼市开局遇冷 投资投机受抑

3 成交量或萎缩 房价高位趋稳

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姜超表
示，在全国性的地产周期见顶的背景
下，一线城市成为吸金热点。但从存
贷款数据来看，一线城市存款增速已
大幅降低，且远低于贷款增速，意味着
银行放贷能力在减弱，也预示着地产
价格面临调整的风险加大。

市场人士预计，展望2017年，热
点城市楼市冷清趋势可能会延续一段
时间。张大伟认为，楼市持续调控是
2017年的主要方向，大部分城市的新
房市场和二手房市场成交将低位徘
徊。中原报价指数显示，前期房价涨
幅较高的城市回调压力倍增。

春节假期结束后第一个工作日，央
行上调了逆回购利率和SLF（常备借贷
便利）利率，而在春节放假前，MLF（中

期借贷便利）利率也已上调。业界普遍
认为，此举提高了银行放贷的资金成
本，进而会影响按揭贷款利率。

第一太平戴维斯、伟业我爱我家集
团市场研究院等市场机构认为，在信贷
成本提高、限价政策趋严、监管执行力
度严格、自住型商品房未来供应有望
增加等因素作用下，房地产市场降温
预期进一步明确，交易量将继续萎缩。

业界普遍认为，在经历2016年房
地产过度透支市场购买力后，今年房
地产市场成交量将告别高增长。考虑
到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扮演的“稳增
长”重要作用，房价或将高位盘整趋
稳，而如何防住风险、抑住泡沫也考验
地方政府的调控能力。

记者周强（新华社广州2月7日电）

去年全国
新出生人口1867万
45%来自两孩家庭

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记者吕诺 王宾）
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崔丽7日在国务院政策
例行吹风会上介绍，2016年新出生人口1867
万，比2015年增长11%。新出生人口中，有
45%来自两孩家庭。

全面两孩政策落地受到社会各界普遍欢
迎。崔丽说，2016年，国家卫生计生委按照中
央统一部署推动实施两孩政策。有29个省份
修订了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制定了一些
有利于全面两孩落实的政策，比如妇女享受产
假，对已经实施计划生育的家庭奖励政策继续
保留，特别是对失独、伤残家庭给予经济上的政
策补偿，给母婴在公共场所提供一些适合的条
件和环境。

为保障孕产妇和新生儿安全，国家卫生计
生委推动儿科建设，推动医疗机构调整医院内
部产床数额，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崔丽介绍，
尽管高龄高危孕产妇总量增加，但孕产妇死亡
率、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都在下
降，广大医务人员保证了人民群众特别是孕产
妇、婴儿的健康和安全。

崔丽说，下一步，希望政府、社会、个人共同
努力，妥善解决托幼问题，还有两孩政策后的妇
女就业问题，以及孩子们未来的教育等相关问
题。希望在税收、社保等相关方面研究出台一
些实实在在的政策，让那些想生两孩的群体能
够实现他们幸福的家庭梦。我们愿意围绕两孩
政策实施落地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
题，在听取社会各界反映和听取代表委员意见
的基础上，会同相关部门把这项工作落实好，把
好事办好。

2月7日，安徽省滁州市“春风行动”招聘
会现场人头攒动。

春节假期过后，各地陆续迎来求职招聘高
峰。 新华社发（王家国 摄）

节后求职忙

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记者卢国强）北
京警方7日通报，保利俱乐部、蓝黛俱乐部、丽
海名媛俱乐部涉黄案件中，77名犯罪嫌疑人因
涉嫌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等罪名被批
准逮捕。

北京警方通报称，2016年12月23日，北京
警方依法对涉嫌存在组织卖淫嫖娼违法犯罪活
动的保利俱乐部、蓝黛俱乐部、丽海名媛俱乐部
进行查处，并对相关涉案人员采取强制措施。
经工作，警方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
罪对涉案人员向检察机关提请逮捕。

2017年1月26日，检察机关经审查后，依
法对犯罪嫌疑人肖某、金某某、吕某等77人批
准逮捕。目前，警方正在开展捕后审查工作，并
将依法推进案件诉讼程序。

北京三俱乐部涉黄案
77人被批捕

新华社杭州2月7日电（记者王俊禄）记
者7日从浙江省天台县相关部门获悉，天台“2·
5”火灾18名遇难者身份已全部确认。

5日17时26分，天台县赤城街道春晓花园
5幢5-1号的足馨堂足浴中心发生火灾，共造
成18人死亡，18人受伤，其中1人伤情较重。

警方通过现场遗留物比对、组织亲属辨认
和DNA鉴定，确认18名遇难人员身份，6男、
12女，其中天台籍15人、非天台籍3人（河南籍
1人、四川籍1人、云南籍1人）。

目前，火灾原因调查及相关善后事宜仍在
进行中。

浙江天台县“2·5”火灾后续

18名遇难者身份确认

据新华社上海2月7日电（记者黄安琪）上
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7日开庭审理了被告
人沈某某散布虚假“房产新政”寻衅滋事一案。

经检方依法审查查明，被告人沈某某系上
海金丰易居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尚海郦景”项
目的销售经理，其为促使客户尽快完成正式签
约、缴足剩余款项，从而提高团队销售业绩，于
2016年8月22日在自己手机中编辑了虚假的
房产新政信息，并发送至微信群，要求下属业务
员将该虚假信息告知自己客户，后该条虚假信
息短时间内在网络上被大量转发。

2016年8月底、9月初，关于“9月起上海将
实行购房信贷新政”的谣言在网络上流传，引起
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议。

上海审理房产中介
散布虚假“房产新政”案

新华社发

为规范房地产交易行为，保障购房者合法权益，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
重庆市多部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从2月1日起抵押房地产不得用于预售，预售
商品房不得用于抵押。图为房产商在向客户介绍楼盘信息。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