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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单车、电动车、汽车企业纷纷布局海南，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引来车辆乱停、违规行驶等乱象

共享交通如何应对“成长烦恼”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5月的一个早晨，在海
口市国兴大道，许多上班
族骑着“小黄车”“小橙车”
前往周边商圈各个写字
楼，开启新一天的工作。

从新鲜猎奇到步入
常态，这是今年年初“快
兔出行”“摩拜”“ofo”等
共享单车品牌相继进驻
海口后，当地人们出行方
式向低碳环保模式转变
的一个缩影。

随之改变的，还有海
口市环卫工人邓丽的工
作内容。随着共享单车
的进驻，车辆乱停乱放现
象突出，如今，除了要维
护城市公共区域的环境
卫生，将“错位”的共享单
车扶正归位，也成为邓丽
的日常作业之一。“仅4
月份，海口环卫工人每周
扶正归位的共享单车超
过千辆。”工作量陡增，邓
丽不免有些抱怨。

烦恼增多的，还有海
口市公安交警、交通等各
相关主管部门，共享交通
这一新事物的突然到访，
亟待城市的治理管理者
交出应对方案。

新兴交通与传统交
通的碰撞冲击下，诸多问
题的破解已迫在眉睫，并
对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琼
岛发出拷问：共享交通能
否真正缓解城市拥堵？
又该如何应对旅游城市
的特殊性？

“共享交通在海南
具有无限潜力”

在三亚云港园区，整齐排
列着十余辆“电斑马”电动车，
继共享单车、共享汽车进驻海
南后，共享交通又迎来一大新
业态——共享电动车。下载
APP、注册信息、扫码开锁，几
项简单步骤，三亚信投公司的
工作人员小龙便获得了一辆电
动车的计时使用权。“电动车很
环保，较单车更为便捷省时，现
在公司不少同事都会骑‘电斑
马’上班。”小龙说。

三亚云港园区是北京电斑
马电动车租赁有限公司进驻海
南的首个试点，该公司相关负
责人介绍，本月将有望在三亚
高校率先铺开业务，预计投放
300辆电动车，今年在海南的
总投放量有望破万辆。“电斑
马”电动车采取计时收费模式，
8元/小时，并加上1元/次的保
险费。

随着国际旅游岛建设的推
进，海南旅游产业发展迅速，每
年秋冬旺季到访的游客量呈

“喷井式”增长。过去5年，海
南接待游客总人数、旅游总收
入年均增长率均超过11%，仅
去年全省接待游客总人数便已
突破6000万人次关口，同比增
长12.9%，诸多共享交通企业
嗅到其中的商机。

今年年初，“快兔出行”“摩
拜”“ofo”等共享单车品牌相
继布点海口，截至目前，总投放
车辆超过5万辆，各大企业以
期迅速占领市场，共享旅游市
场大蛋糕。

“目前海口已投放摩拜单
车超过3万辆，运营状况向好，
今年‘五一’小长假期间，海口
还入围全国骑行量增幅最大的
五大城市。”摩拜单车华南区相
关负责人透露，万绿园、人民公
园、假日海滩等景点备受骑行
者喜爱，海口发展共享交通潜
力不凡。

据了解，使用共享单车需
预先缴纳押金，押金多在99元
至299元不等。收费标准为计
时收费，每小时0.5元至1元不
等，部分品牌对经过认证的校
园用户，如学生、老师还实行半
价优惠。

捕捉到共享交通在旅游市
场大有可为这一信号的，还有本
土共享汽车企业——小二租
车。“目前我们已在海口、三亚、
昌江等5个城市铺开业务，其中
在三亚设有60余个网点，80%
的网点分布在酒店、景区、机场
等涉旅场所。”小二租车副总邓
锋介绍，共享汽车多采取以分
钟、小时或天为计费单位，以“小
二租车”在三亚地区的收费标准
为例，租车费用=起步价+时长
费+里程费，其中，根据不同车
型，起步价从3元到5元不等，时
长费从0.15元/分钟至0.25元/
分钟不等，里程费从0.3元/公里
到0.4元/公里不等。

共享汽车、单车、电动车等
企业纷纷布局海南市场，对此，
三亚学院旅业管理学院副院长
柴勇表示，“共享交通在海南具
有无限潜力。”他认为，旅游
旺季期间，海南交通需求
旺盛，共享交通在一定程
度上将有效填补城市交通
基础设施短板，破解公路承
载力不足等难题。

旅游旺季人流如潮，繁荣着旅游市
场，却也带来交通管理上的难题。“今年
春节黄金周期间，进出三亚车流量超过
231.5万辆，全市900名交警全员上岗
疏导交通。”三亚市政府相关负责人介
绍，今年春运期间，为缓解交通拥堵难
题，三亚共启用储备应急运力1634辆
出租车、应急大巴93辆次，在亚龙湾、蜈
支洲岛、南山景区处共安排118台免费
摆渡公交车，并新规划一批临时停车
位，确保道路交通安全、通畅。

城市交通管理者统筹协调运力的
背后，是巨大的人力、物力成本。交通
承载力提升是旅游城市发展中的必然
要求，那么，共享单车的到来对交通治
理是福还是“祸”？

今年3月，上海市交通委约谈了摩
拜、ofo等6家共享单车企业，要求暂停
投放共享单车，原因是上述企业在上海
市区已经投放了约45万辆单车，中心城
区停放点容量趋于饱和。

无独有偶，3月23日，海口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也约谈了摩拜、快兔、ofo三
家共享单车运营企业海口区域负责人，
通报其对海口造成的通行混乱、停放无
序等影响交通问题。

业内人士分析，随着共享单车公司
竞争加剧，越来越多的共享单车被投放
到城市里的人流密集地——各大商圈、
写字楼、公交站和大型小区附近，照此
模式发展，城市的交通负担将进一步加
剧，原以缓解城市拥堵为主打牌的共享
交通将失去意义。

缓解了交通，还是加剧了拥堵？

亟待一场综合性的
城市治理

日前，针对共享乱象，摩拜出台了信
用分规定。规则显示，乱停一次扣20分，
如果用户分数低于80分，用车成本按照
半小时100元计算，同时用户还可通过拍
照举报他人违停获赠信用分。

“一方面，我们希望政府能给予更多
政策上的支持，有了明确监控手段，我们
才能在既定政策下开展业务，也才能出台
更为细化的规则。”北京电斑马电动车租
赁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更多民众也呼吁，随着共享经济的发
展，城市治理应当以开放态度迎接大考，
形成社会合力让共享交通成为福利而非

“麻烦事儿”。

使用大数据“落子”共享车辆

对于旅游城市来说，旅游人口所占比
例较大。城市交通系统既要满足居民通
勤的刚性需求，同时又应满足游客游览、
购物和餐饮的需求。对此，王健生表示，
海南发展共享交通要坚持以人为本，通过
大数据，研究本地居民、外地游客以及“候
鸟型”和“常居型”客人需求特点，依据不
同群体的兴趣点，科学规划、分类配置共
享车辆布点，采取“季节性”策略发展共享
交通。

政、企、民三方合力监管

事实上，作为新生事物，全国各地政
府已展开初步探索，成都、上海、深圳等城
市通过规范停车点以期加强监管。今年
5月，海口也提出要划线增加停车位，其
中包含612个共享单车停放点。同时，

“猎人”等社会志愿群体亦加入到维护共
享交通秩序大军之中。

海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
授徐艳晴认为，共享单车想要良性发展，
离不开政府、企业和公众的三方合作。“要
解决好乱停乱放问题，需要政府部门建设
相应配套措施，也需要企业进行技术提
升，通过更先进的手段监测单车的实时状
态。同时，我们还可以引入社会团体，向
市民更广泛地宣传。”

亦有人提出，要把“共享交通”纳入法
治的轨道。“‘共享’得依法而行才能实现
长效发展，新生事物需要政府的支持和鼓
励，同时也不能纵容新生事物的任意发
展。”海南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王震说。

建立实名制诚信体系

5月15日，南京市委宣传部首次对外
发布20名共享交通违法失信人员名单，
各共享单车企业将对其停止注册、使用，
其在交警各窗口车驾管业务都将暂停办
理，个人征信也将受到影响。海口亦在刚
审议通过的共享单车管理方案中提及，个
人不规范使用共享单车行为将纳入个人
信用记录。

为进一步维护共享交通环境秩序，柴
勇建议，政企可合作打造城市信用APP，
通过实名认证方式实现共享交通使用的
可追溯性，对不同信用等级的用户区别对
待，解决安全、信用危机问题。

“共享是趋势，对于海南来说更是如
此，政府和共享企业的合作模式是要因
势利导，最大程度利用它们的便利。”柴
勇说。 （本报三亚5月18日电）

旅游城市发展共享交通之惑

“夏季门庭冷落，冬季人潮涌动。”
这是多年来不少海南旅游从业者的直
观感受。“今年春节期间，三亚75万人口
的城市接待了近150万的游客和‘候
鸟’，人口激增至200余万。”三亚市委
副书记、市长吴岩峻说。

有人提出疑问：旅游城市人口结构
复杂，照搬国内其他城市发展共享交通
的模式，在海南是否行得通？

针对上述疑虑，记者采访了北京电
斑马电动车租赁有限公司、小二租车等
企业相关负责人，得到的普遍答复是，

公司还没有出台系统性的应对旅游城
市人口变化这一特殊性的具体方案，也
并未考虑在旅游旺季期间加大共享车
辆的投放量。

“目前我们主要还是采取较为稳定
的车辆数量投放模式。”北京电斑马电
动车租赁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从目前小二租车的业务开展情况
看，三亚在淡季期间的用车需求依旧旺
盛，日均租车情况在1000单左右。”邓
锋透露，除了外地游客，本地白领、学生
在用户结构中亦占有很大比例。

不过邓锋还表示，数据显示，今年
春节期间海口使用小二租车的业务量
上涨了20%，旅游城市中的“漏斗经济”
现象明显，旺季期间用户更为聚集，这
一现象已引起公司关注。

海南省旅游发展研究会会长王健
生认为，旅游城市淡旺季明显这一现
象，更加需要发展共享交通这一方式。

“许多‘候鸟’在海南购车，夏天离岛时
车辆便闲置了，这些车辆在淡季期间可
以考虑加入共享交通，实现资源有效配
置。”王健生说。

是否考虑到旅游城市的特殊性？

谁来为共享乱象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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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将有望在三
亚高校率先铺开业务，预计

投放300辆电动车，今年在海
南的总投放量有望破万辆

以“电斑马”电动车为例
8元/小时

并加上1元/次的保险费

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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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在海口、三亚、昌江等
5个城市铺开业务

三亚租车费用
起步价+时长费+里程费

起步价3元到5元
时长费0.15元-0.25元/分钟
里程费0.3元-0.4元/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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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街头停着一辆加了私锁的“小
黄车”，海口网友“米之唯兰”气不过，回
家取了钳子把私锁打开，并发微博称

“看到共享单车上私锁，那就别怪我替
天行道了。”

共享交通的到来，改变着人们的出
行方式，但车辆乱停、上私锁据为己
用、违规行驶等不文明现象随之而来，
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状态，给城市管
理者、执法者带来难题，亦拷问着城市
文明。

以海口为例，共享单车进驻不足半
年，破坏共享单车、加私锁私藏、单车变

“僵尸车”、学生违规骑车、违章弃车等
现象便不断出现。

5月15日早，一夜之间，三亚街头
出现了百余辆“ofo共享单车”，立即引
起市民及相关部门重视。经查得知，这
些共享单车未经任何审批进驻三亚，占
用公共人行道，有碍城市交通秩序，三
亚市城管局随即发布公告称，将集中清

理这些共享单车。
“作为新生事物，三亚目前还没有相

应的措施出台，实施意见尚在研究之中，
由谁来牵头主管共享单车还未明确。”三
亚市交通局道路运输科科长旷冬年说。

业内人士指出，乱象一方面体现民
众的文明素质，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城
区交通规划的不足，城市没有给自行

车、步行等慢行交通系统预留足够空
间，导致管理失位。

不过近日海口原则审议通过了《共
享单车规范管理实施方案》和《支持和
鼓励共享单车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明确了公安、发改委、市政市容、交通、
环卫等各相关职能部门的职责，对共享
交通科学监管迈出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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