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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
研究所副教授曹康告诉记者，

“杭州采取多项措施鼓励骑车
出行，比如几乎每条道路都有
非机动车道，部分地段加设非
机动车行车专用的交通廊道，
不允许机动车驶入等等。”

曹康说，杭州的公共自行
车整体设计和服务点布点比
较合理，公共自行车布点和公
交车设站牌道理是一样的，建
在人流量大的地方，且能良性
循环。像黄龙体育中心属于人

流集散地，所以不到1000米就
有 7个服务点，1 4 0多个车位。
而浙大紫金港校区属于相对
偏 远 地 区 ，服 务 点 没 有 这 么
多。“公共自行车年租用量高
达7000万人次，能将运送乘客
的压力从私家车和公交上转
移到自行车上，有利于缓解堵
车现象。自行车灵活方便，可
到达汽车行驶不进的地方，再
者受堵车影响不大，这样促使
更多市民选择自行车出行，也
有利人流流动。”

走在杭州主城区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一辆辆款式

一模一样的红色自行车，而每走几百米甚至不足百米

就看见一个个停放红色自行车的车棚（服务点）。这就

是杭州为治堵所建立的公共自行车系统。2411个服务

点，6万余辆自行车，布点与公交站点相衔接，年租用

量高达7000万人次，公交与自行车混行，可有效缓解城

市交通压力。

堵车也是杭州的难题，
市委市政府特别重视。为
此，针对停车难和行路难问
题，杭州2002年就设立了杭
州市解决交通“两难”问题
协调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

“两难办”)，主任和副主任
分别由市委副书记和市政
府副秘书长担任。而这样针
对治堵的非常设协调机构
是全国首个。

2月6日上午，杭州“两
难办”工作人员黄丹告诉记
者，“两难办”主要在治堵方
面起协调作用，协调规划、
建委、城管委、交通、交警五
个部门。“如设置公交专用
车道，由建委和城管委审

批，交警和公交公司配合驾
驶员的审批。建立公共自行
车服务系统也需要多部门
协商。”包括“错峰限行”在
内的杭州治堵措施，都是在

“两难办”协调下完成的。
“要治堵，当地市委市

政府下力气才管用，否则不
管用。毫不夸张地说，职能
部门的决心是治堵成功的
一半。”2月6日，杭州公交集
团客运部副总经理吴存钱
对记者说道。而记者也了解
到，杭州市委市政府将各个
部门解决停车难和行路难
问题纳入到考核中，对治堵
不得力的部门要扣分，年终
向社会公布。

杭州设全国首个“两难办”

治堵车和停车难
本报见习记者 宋立山 刘帅 发自杭州

小区路边划定的停车位上，停靠的车辆秩序井然。
见习记者 宋立山 摄

治堵之招一 >>

每走几百米就有一个服务点，自行车年租用量达7000万人次

杭州6万余辆公共自行车遍布 全城，济南能做到吗
本报见习记者 宋立山 刘帅 发自杭州

杭州四招解决停车难
本报见习记者 刘帅 宋立山 发自杭州

路边划车位

因为停车位缺口较大，
杭州也无法消除路边停车
的现象，而是在不造成交通
拥堵的前提下，在一些特定
路段划定停车位，规范和引
导合理的路边停车。在一些
容易引发交通拥堵的路段，
则严厉禁止路边违章停车，
违者罚款150元。所以在杭
州，随处可见路边停车，但
停放都非常整齐，多不会妨
碍正常通行。

路边的停车位既有收
费的，也有免费的。在市区
较为繁华的路段，车位一般
都是收费的，每小时5—6
元，引导人们不要把车开到
车流较多的闹市区。但在一
些车位紧缺的旧小区周边，
即便是收费的路边车位也
会在夜间时段对小区的私
家车停放网开一面。“一般
晚上七点晚高峰过去以后，
允许在小区路边停放私家
车，但是要在第二天早上七
点早高峰来临之前把车开
走。”在曙光路上的一位收
费员说，放开的时段正好为
上班族停车提供了便利。

小区与单位错时停车

错时停车是一项有效
利用现有停车位的特殊开
源措施。很多车位紧缺的旧
式小区分布在市中心繁华
地段，周边分布着很多大型
企事业单位，这些单位多有
较为充足的停车位，等到单
位职工下班之后，多数车位
就会空置下来。小区车主可
以和周边单位达成协议，下
班后将私家车停到邻近单
位的空置车位上。而等到单
位员工第二天开车来单位
时，小区的居民已经开车去
上班，时间正好是错开的。

据杭州市“两难办”负
责人介绍，在小区与单位间
开展“错时停车”，全市有
103个社区与113个单位相
互开展“错时停车”，利用泊
位5775个。其中进展最快的
江干区，已经有16家社区和
32家单位达成错时停车协
议，可利用的错时停车位达
到1028个。

严查挪用停车位

杭州市“两难办”还通
过排查违规挪用的停车场

（库），还库于车，增加可用
的停车资源。主要排查两类
违规行为：一是违反法律、
法规和有关规定，未经规划
部门许可，擅自将已建成的
配建停车场（库）改作其他
非停车用途；二是虽经规划
部门许可，但超过批准使用
期限、尚未恢复停车功能的
配建停车场（库）。截至目
前，已经查处违规挪用的停
车场（库）37处，共计1380个
停车泊位。“排查挪用停车
场的工作，需要与市民充分
互动，借助市民的举报，每
年都会查处很多违规挪用
的情况。”杭州市“两难办”
的一位负责人说。

停车诱导信息系统

通过停车位的分布信
息，引导车辆避开车位紧张
的地段，停到车位充足的地
方。市民在路边划定的停车
位泊车，管理人员会将车牌
号码和对应的车位号码输
入特制的POS机，通过这种
方式，每一个停车点的停车
情况以数据的形式被收集
起来，并形成一个统一的停
车诱导信息查询平台。市民
可以通过手机短信和互联
网等多种形式查询，并就近
选择方便的停车点。

一组来自杭州市公安交通信息网的数据显示，
截至2012年1月，杭州市的机动车保有量达到256 . 88万
辆，年增长率远超过两位数。与济南相似，杭州也面
临着越来越大的停车难压力，杭州采取了那些措施
缓解停车难呢？

15分钟内6人来租车放车
2月4日，杭州城，随处可见

市民或游客骑着红色的公共自
行车匆匆赶路或徐徐前行。在
黄龙路服务点，记者观察到，虽
然下着雨，但在下午3点到3点
15分，就有6人来使用或停放自
行车。

黄龙体育中心附近的公共
自行车服务点咨询员陈婷婷告
诉记者，目前杭州可使用4种卡
取用自行车，公交 IC卡、一卡
通、开通公交功能的市民卡和Z
卡。“Z卡针对无公交IC卡的市
民和中外游客，交存200元租用
信用保证金及100元租车资费即
可，离杭时可退卡退费。”

关于租车资费，记者了解
到，1小时内取用自行车免费，
1—2小时1元，2—3小时2元，3

小时以上每小时3元。“但杭州
主城区服务点密集，多数市民
使用时，临到1小时会到附近服
务点换车，这样可一直免费骑
行。”

“杭州公共自行车使用率很
高。”陈婷婷告诉记者，“这个服
务点有21个自行车锁止器，早晨
9点之前都满位，主要是来上班
和晨练的市民多；到中午，市民
回家吃饭或参加朋友聚餐，只剩
下2到3辆。下午车位又满了，晚
上市民回家自行车则被骑走。”

在居民小区周边一般都设
有公共自行车服务点，市民可以
将自行车停放在离家最近的服
务点，停止计费。“所以小区周边
一定要合理布点，不然没地方停
放自行车。”

格专家点评：

自行车公交混合出行减少私家车使用

“主城区公共自行车密度很
大，部分路段相隔100米就有一
个自行车服务点，市民取用非常
方便。”陈婷婷对记者说，每个服
务点大约有20个自行车锁止器。

记者数了数，黄龙路曙光
路段到天目山段，不到1000米
就有7个服务点，140多个车位。
而杭州这样的服务点有2 4 1 1
个，投放车辆6万余辆，主城区
5 . 28万辆，主要分布在西湖景
区、西湖区、上城区、下城区、江
干区、拱墅区等人流密集的地
方，其他区县也正在布点。

针对可能出现一服务点停
满车辆甚至外面均有摆放而另
一服务点则空荡荡的现象，陈
婷婷告诉记者，“第二天清晨5
点会有工作人员清理，在城区
每个服务点分配均匀。所以，不
会有无车取用的现象。再者，在
布点时会充分考率人流流量和
流向，促进良性循环。”

杭州公交集团客运部副总

经理吴存钱告诉记者，杭州公交
站点与公共自行车服务点相衔
接也是一大亮点。“一般公交站
牌密集的地方公共自行车服务
点就密集，这样方便人们出行。”

黄龙体育中心有B1、303、
193、306路等公交车始发站和终
点站，此外，还有近20条公交车
线的站点，而为其配备的公共自
行车服务点有十多个。

与黄龙体育中心相比，相对
人流量不是很大的杭州体育场
路中河北路段到建国北路段，也
是短短一公里，却只有3个公共
自行车服务点。而经过此路段的
公交线不足10条。

为鼓励市民公交车与自行
车混合出行，杭州还出台一些
政策：如凡乘公交车，在公交车
POS机上刷卡乘车起的90分钟
内，租用公共自行车的，租车者
的免费时间可延长为90分钟，
同时计费结算时间也相应顺
延。

不到1000米路段有7个服务点

杭州公交集团客运部副总
经理吴存钱说，整个杭州的快速
公交系统平均运送速度达到20
公里/小时，比普通公交线路提
高了31.21%；准点率达到83.6%，
比普通公交线路提高了1 .79倍。
快速公交之所以能实现高速运
行，主要得益于专用车道。

但是专用车道的设置是有
讲究的。据吴存钱介绍，由于城
市道路资源十分有限，专用车道
不太可能实现全覆盖。“而且在
一些不拥堵的普通路段本身就
没有必要设置专用车道，要想提
高快速公交的速度，关键是在高
峰期的拥堵路段设置专用车

道。”吴存钱说，合理、充足设置
专用车道、保障公交路权优先是
发展快速公交的核心。

吴存钱以快速公交1号线为
例，该线路从黄龙公交中心站到
下沙高教东区，自西向东贯穿杭
州城，全程28公里，是目前专用
车道覆盖率最高的一条线路，但

也远远达不到全程覆盖，只设置
了18公里的专用车道。“从黄龙
公交中心到公交公司站之间都
是市区比较繁华的地方，高峰期
车流量非常大，一般都会设立专
用车道，但是线路东段的多数路
段并不拥堵，就没有必要过多设
置专用车道。”吴存钱说。

越是拥堵的地方越需要专用车道

23条线路实现同台免费换乘

对于快速公交专用车道造
成道路资源浪费的争议，吴存
钱不以为然。他说，道路是为人
服务的，而不是为了车。虽然专
用车道只供几辆快速公交使
用，车辆通行量远远低于其他
车道，但是一辆快速公交的核
定载客就达到160人。以人为计

算单位，以实际运量计算，B1线
专用道的效率约为城市主干道
的4—5倍。以此推算，城市只要
有20%的车道实行快速公交专
用道，就相当于把城市现有道
路实际通行能力增加了一倍。

“其实专用车道还远远不够，而
不是浪费。”

另外，浙江大学城市规划与
设计研究所副教授曹康提醒，快
速公交的分布一定要符合城市
规划的布局。杭州城市结构为

“一主三副六组团”，主城与组
团、副城距离均在30公里以内，
快速公交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
将市民从一个城区带到另一个

城区，拉近了各个城区的距离，
吸引市民放弃私家车改乘快速
公交。“济南发展快速公交也应
该注意这一点，充分考虑城市功
能布局和客流规律，如果快速公
交的功能与普通公交无异，就没
有存在的必要了，专用车道也成
为一种无谓的浪费。”

格专家点评

快速公交要符合城市规划布局

杭州快速公交性质与济南
的BRT相似，都是速度快、换乘
便捷的公交系统，但杭州的快
速公交站间距更长。杭州B1线
一期工程全程为28公里，共建
成23个中途站，平均站距为1 . 2
公里（1200米）左右。而济南的
BRT站点间距则要小得多，以
BRT1为例，平均站间距只有
700米左右。相比之下，济南快
速公交的站点分布更加密集一
些。“快速公交首先要快，不能

布点过密，快速公交把你带到
目的地所在的大体区域，你可
以通过换乘普通公交或者公共
自行车到达最后的目的地。”浙
江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研究所
副教授曹康说。

快速公交要避免与普通公
交发生冲突或者线路重复，进而
加剧拥堵，而是要相应地优化线
路。据吴存钱介绍，杭州B1号线
投入运营之后，先后停驶了8条
公交线路，调整优化了10条线

路，沿线减少200余辆公交车。杭
州整个快速公交系统（BRT）已
建成149座站台，开通了5条主
线，同时配备了10条支线和9条
接驳线，形成23条线路同台免费
换乘，17条公交线路共享快速公
交专用道，快速公交网络服务面
覆盖20余个城市人口集散的区
域。“依托快速公交专用道，通过

‘同台免费换乘’方式，形成一个
围绕快速公交线专用道的公交
网络系统。”吴存钱说。

杭州快速公交的另一个优
越条件是，密布的公共自行车为
市民解决了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杭州快速公交的多数站点附近
设有公共自行车停靠点，下公交
之后市民可以再骑公共自行车
迅速、便捷地到达目的地，“这也
是杭州的快速公交能够实现分
布更稀疏、速度更快的原因。”此
外，通过技术检测，在交叉路口
对快速公交实行信号优先，在一
定程度上加快其运行速度。

治堵之招二 >>

错峰错号限行实施4个月
早晚高峰交通拥堵量下降近40%
本报见习记者 宋立山 刘帅 发自杭州

杭州主城区自2011年10月在早晚高峰期实行错峰限行制度，目前

已有4个月时间。堵车现象虽未根除，但相对于未实施错峰限行前堵

车问题得到有效缓解。专家认为错峰限行对济南有借鉴意义，但治堵

更应注重城市规划。

错峰错号限行仅限主城区
杭州错峰错号限行自2011年

10月8日施行，内容主要包括早高
峰限行、错号限行、主城区限行三
方面。杭州限行仅限周一至周五7:
00—8:30和17:00—18:30早晚高峰
时段，节假日并不限行。

杭州机动车按号牌最后一位
数字对应，在限行时段禁止通行，

对应的错峰限行机动车号牌末位
数字分别为：星期一为1和9，星期
二为2和8，星期三为3和7，星期四
为4和6，星期五为5和0。

错峰限行区域主要集中在西
湖景区和老城区。此外，杭州市还
对不遵循限行规则的车主作出严
厉的处罚，如受限机动车在错峰限

行时段闯入设置禁止通行标志的
错峰限行区域道路，按机动车违反
禁令标志指示定性，处100元罚款，
扣3分。“杭州有钱人多，罚款100元
可能对一些市民来说并无警示作
用，他们怕就怕在扣分，扣多了就
没驾驶证了。”一位出租车司机对
记者说。

早晚高峰车速均提高10%以上

限行措施自推出以来，就饱受争
议，一些私家车主和出租车司机的抱
怨不可避免。但记者在对6位市民采
访中，有4位市民持肯定态度。

2月4日下午，杭州出租车司机
闫女士告诉记者，“错峰限行实施
后，成效很明显，堵嘛肯定还是堵
点，谁让杭州有这么多车，而且车
越来越多，但路况比以前好多了，
特别是中河高架，原先堵半小时，
现在也就堵10分钟，主要堵在上匝
道路口。”“上班族因为高峰期限行
可能一整天不开车，杭州很多私营

老板会主动错开早晚高峰期开车。
如此一来，高峰期行驶在道路上的
车辆总数就可能少三分之一。”闫
女士说。

2月6日上午，杭州市解决交通
“两难”（停车难、行路难）问题协调小
组办公室工作人员黄丹给记者展示
了杭州综合交通研究中心针对错峰
限行初步效果做出的研究报告。记者
看到，限行范围内主干道的早高峰车
速比9月份提高18 . 0%，晚高峰车速
提高12 .7%，主干道的交通流量早晚
高峰期间都比9月份下降约4 .5%。早

晚高峰的交通拥堵总量比9月份下降
约38.6%。

经常堵车的中河上塘高架路
况也得到改善，全线早高峰平均车
速提高到38 . 5km/h，比9月份提高
31 . 7%，晚高峰车速达到33 . 3km/
h，比9月份提高47 . 1%。

针对曙光路部分地段仍像过去
一样堵，黄丹也坦言，目前部分地段
也有早晚高峰堵车现象，“堵车是全
国大城市都面临的问题，我们也正在
积极探索。按目前情况，堵车现象很
难一时根除，但可以缓解。”

格专家点评

限行值得借鉴但更重要在于做好城市规划
针对杭州的限行措施是否对

济南有借鉴意义，曹康告诉记者，
错峰错号限行对济南这样规模的
城市确实有借鉴意义，但每个城市
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要根据自
己情况来。”

杭州机动车保有量250多万辆，
济南只有130万多辆，有无必要限号
限行？她告诉记者，保有量并不与
是否要限号限行完全对等，还要考

虑城市规模，主城区交通拥堵状况
等。“像建设公共自行车服务系统、
快速公交、错峰限行等方式都是

‘标’。而‘本’在于城市多中心发展
以及城市中心结构合理布局。”曹
康对记者说。

曹康还举了个例子：现在杭州
最好的医院集中在老城区，全市患
者大多往老城区跑，“自然加重老城
区交通承载压力，应对城市进行前

瞻性规划。”“规划副中心将减少城
市中心的人流量和交通压力。当然
有些可能难以改变，像杭州大厦和
银泰百货这样的奢侈品购物场所，
可能由于消费惯性，很难改变其中
心位置。但政府可以规划其他城市
副中心，比如在钱江新城，政府建了
市民中心、图书馆等，慢慢会形成集
聚效应，现在很多公司总部搬迁至
那边，之后医院可能迁入。”

治堵之招三 >>

高峰期拥堵路段设快速公交专用车道
市民可换乘普通公交或骑公共自行车到达最后目的地
本报见习记者 刘帅 宋立山 发自杭州

从2006年至今，杭州已拥有5条快速公交线路，其快速和准点吸引了更多的市民乘坐公交出行。杭州的
快速公交在专用车道设置、主线和支线网络布局等方面很有特点，对济南的BRT或许存在一些借鉴意义。

旁边车道上的汽车排起了长队，但没有一辆车抢占公交专用车道。 见习记者 宋立山 摄

虽然天下着小雨，但仍有市民坚持骑公共自行车出行。 见习记者 刘帅 摄

今日济南今日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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