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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路边边圈圈块块地地 就就收收起起了了停停车车费费
什么单位都能收，收费多少 自己定，省城停车场乱象真不少

“停了两个小时收了五块钱”，“没画车位竟然也计时收费”。近来，本报收到不少市民
对路边停车收费是否合理的质疑。记者调查发现，省城多条道路存在未画车位也收费、收
费主体尚未统一和执行标准不一等乱象。

本报见习记者 王小蒙 本报记者 任磊磊

“没画车位的临时停车场也
能收费吗？”家住名泉春晓东门
的不少业主对记者反映，未通车
的通普巷变成了临时停车场，并
有工作人员在此收费，让人怀疑
这种行为是否合理。

8日中午12时，记者来到通
普巷，看到这条路的大部分路口
被一块挡板围了起来，只留下一
处五米多宽的出口。在挡板上还
有“本路段正在维修，未正式通车，
进出车辆注意安全”的提示，落
款是宝华街街道党工委、宝华街
街道办事处和天桥交警三中队。

这条道路由300多米长的双
向六车道南北向马路和四百多
米长的东西向马路组成。南北向
路段公交站牌已建好，但还未投
入使用。道路两头有红绿灯和三

块“临时停车、计时收费”的停车
指示牌，但却没有任何有关收费
标准的提示。

整个通普巷就如一个大型
停车场，虽然地面上还没有画上
停车位，但在靠近马路的两侧和
人行道上都停了满满的车。粗略
估计得有上百辆小轿车，还有十
多辆大客车，仅留一条直行车道
供车辆通行。

记者注意到，数十名收费员
身穿统一的黑色“停车管理”服
正在收费。当询问是谁让他们在
此收费时，一位工作人员给记者
出示了盖有天桥区停车管理办
公室章的“温馨提示”，上面写明
此路段由天桥区停车办按照交
通法的有关规定对公共车位进
行统一规划，并于2014年12月1

日起开始按时收费。
“按照物价部门规定，两块

钱一个小时。”一名收费人员告诉
记者，因为这片楼周边的设施还都
没有完善起来，就还没正式画车
位，先延续临时停车位停着。

“我们都是天桥区停车建设运
营管理有限公司的，目前正在试运
行，正规起来得等交警画了停车
位，立了牌子。”另一名收费人员
说，车位得等过几天才能画上。

“南北向路从上月1号便开
始收费，这段路今天首次收费。即
使跟车主说了我们收费是有依据
的，也有不愿意交费的。”通普巷东
西向路边一名工作人员说，刚刚就
有一位车主停了一个多小时，态度
挺横的，就是不给钱，工作人员
也没办法就让他走了。

市民看不明白：

未通车道路成临时停车场，一小时收费两元

走在共青团路上，在济南市
中医医院两侧可以看到宽阔的
人行路上停了三十多辆车。这些
车位没有画线，也没有任何停车
收费的告知牌。一位穿黑色外套
带红帽子的收费人员举着小黄
旗正在指挥车主倒车。在一家商
店，一位顾客告诉记者，上次他
在这里停了一个多小时车就被
收了五元钱。“这个人总是乱收
费，昨天刚有人为此打了110。”
店主告诉记者，这个收费员总是
10元、20元的乱收，为此常有人
找他理论。

“这个地方计时收费，一小
时两块。”该名工作人员回应记
者，但对于他的工作单位却不肯
告知。“这个你不用采访了，还能
乱收费吗？”

像这样既没有画线又没有
告知牌的“停车场”，不统一着装
的收费人员在小街巷和医院附
近尤为常见。在城顶街路口处，
两位妇女拿着黄色小旗不停地
挥舞，试图让进来的车辆停在她
的“地盘”。“在这停车五块两个
小时。”一位收费人员告诉记者。
记者随后以是否有正规发票为

由询问她的单位，该收费人员答
道：“给派出所干的能有假的吗？
发票是派出所开的、交警开的。”
却并没有将发票出示给记者。

在趵突泉北门西邻有一条
小巷，巷边的墙上贴满了“篦子
巷停车场”的标志。11日15时，收
费人员已不知去向。记者询问一
位卖菜煎饼的摊主得知，此处也
是收费停车场，有时按两元一小
时，有时却收10元或20元不等，
由于收费人员没穿标明身份的
制服，她也不清楚到底是哪个单
位在此收费。

收费人员身份不明：

没画停车位也让停车，停了车就有人收钱

据了解，2014年上半年成立
济南市停车办以来，各区也相继
成立了自己的停车管理办公室，
指定相应的停车建设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进行管理。而在记者调
查的十几处收费点却发现，停车
办工作进度不尽相同，有的已经
移交停车办管理，而有的仍是归
街道办或派出所甚至物业公司
进行管理。

据调查，原归属千佛山街道
办管辖的佛山苑道路边的十几
个车位，已经移交历下区停车办
一个多月，目前由停车办进行管
辖。而在经二路的华联商厦边的
几十个车位，收费人员告诉记
者，今年1月1日起开始由槐荫区
停车运营公司经营。在经七路，
一名收费人员告诉记者，原先他

隶属交警，目前已是市中区停车
建设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的工作
人员，已工作一个多月。

在永庆街往南走，可以看到
路西侧有二十几个车位。在此收
费的中年男子身穿没有任何标
志的黑色外套，脖子上挂着一个
工作牌，上面盖着“春晖物业有
限公司·姚家庄片区车场服务中
心”的章。而定额发票上却盖着

“济南福麟停车场管理有限公
司”的章。

“停车办在四五天前刚来统
计了车位编了号，目前还没被接
管，仍是春晖物业进行收费。”该
收费人员告诉记者，从春晖领的
就是这样的发票，50张一本10元
钱。“我管理11个车位，一个车位
一天需要上交公司8元钱，一个

月就是 2000多元。刨去这部分
钱，收取的剩余停车费便是自己
的工资。”该收费人员说，好的时
候一天也就收100多元，只不过
是赚个辛苦钱而已。

而在相隔不远处的经四路
万达广场南侧道路上，机动车道
与非机动车道之间有十个车位，
一位身穿交通协管服的中年妇
女在此收费。“我是魏家庄办事
处的，衣服是交警发的。”该收费
人员表示，她是街道办的管理人
员，与春晖物业属同一单位。

与此处相隔100多米处便是
济南市中医医院的停车收费点，
收费人员没有告知记者具体的
单位，记者询问路边商店店主了
解到，此处归共青团路派出所管
理。

收费主体尚未统一：

有的已移交停车办，有的还是街道办管

除了收费主体和停车点是
否合理，停车费到底该以什么
样的标准和方式进行收取也是
市民集中关心的问题。记者在
调查中了解到，即使严格按照
两元一小时的标准进行收费，
各停车点的收费人员在具体执
行过程中仍存在较大差别。有
的是预收两元不给发票超时补
交，有的却是预收十元给发票，
多退少补。

在经七路收费的一名收费
人员告诉记者，他先预收两元
钱，在纸条上写上车主停车的
时间，等车主回来时看看超时

多少便补收多少。“妇幼保健医
院附近是先收取10元车费，然
后多退少补。”该收费人员说，
在妇幼保健医院附近停车的可
能是探望病人或住院的，有时
一天未必能走得了，如果不提
前收取就难以收到了。

在经六路与纬六路路口往
东的一处停车点，一位收费人
员也告诉记者，停车预收四元
到十元不等，收多少便给多少
的发票，如果预收的停车费没
有用完，可以在取车时退还。
不过她坦言，这并不是公司的
规定。

同时车主也对高额预收方
式心存担忧。“我先交了十块
钱，等走的时候退钱却找不到
收费人员了。”在省立医院附近
停车的高先生说，为不被预收
高额的停车费，大部分车主往
往少报自己的停车时间。

“不这样收取根本不行，
昨天我刚骑电动车追了一个
超时三小时却不交钱的。”一
名收费人员告诉记者，先预收
是为了双方的安全着想，因为
不交停车费的车主在驶离时
由于担心被追赶而常常发生
车辆刮擦。

停车收费操作不一：

有的预收两元，有的预收十元

“我在附近上班，停车集中
在纬一路和纬一路、纬二路中
间的经七路两侧。”在齐鲁证
券附近上班的张强（化名）告
诉记者，这附近还有房管局和
东方大厦等写字楼，上班族较
多，一般停车都会集中在这几
个路段。

“每天上班来得比较早，停
车收费的人员也都知道我们在
附近上班，从早上八点半到下
午五点左右，就收4块钱能停一
天，也不会主动给发票，所以也
不知道到底是哪个单位过来收

费的。”张强说，不同的路段就
有好几拨人收费，像纬一路和
经七路就有两三拨人，分属于
不同的单位和公司，每处都有
两个人管理，定期进行轮换。

“原来4块钱一天我们感
觉也还可以，可今年元旦后
却涨到了一天十块。不知道
涨价到底依据什么呢？”张强
说，停车场收费涨价是否也该
有听证呢？

“打12345反映过，他们给
出的答复是收费人员觉得收入
不够了或收得少了，他们要多

收。这样的解释显然是不合理
的。”张强说，听说涨价是停车
收费的单位内部协商决定的，
这让他难以接受。

8日14时，记者来到纬一
路，并没有看到张强所指的收
费人员，随后咨询了正在经七
路收费的一名工作人员。“经
七路这边是市中区停车建设
运营有限公司的，说是试运
营已经一个月了。纬一路上
妇幼保健院附近有先预收十
元再多退少补的。”该工作人
员说。

停车收费价格没谱：

以前一天收4元，元旦后竟涨到10元

“乐山小区里也有人收费，
穿的却不是统一制服，这钱该
收吗？”在乐山小区停过车的刘
女士不禁疑惑，开放式小区道
路从什么时候开始也收费了？8
日15点，记者来到南上山街，看
到路两边停了不少私家车。在
七号楼附近，有的车停在已经
编号的车位上，有的则随意在
墙边停放着，原本宽敞的道路
仅容单向行驶。

“有不少是从妇幼保健院
过来的车，一般停车就收5块
钱，如果讲讲价给他两块钱也
行。”该小区一位住户告诉记
者，小区原本停车是不收费的，
目前在这收费的人员并不是正
规军。“这个收费的就是本小区
的，他想着收就收了，不给也没

办法，这不就是乱收费吗。”该
名住户说，收费一般针对外面
进入小区的车辆，本小区的住
户是不会收费的。

记者随后找到正在收取停
车费的一名男子进行询问。该
男子表示，停车按每小时两元
进行收取，并没有发票。

该不该收费没人管：

小区居民想收费就能收费

路路边边停停车车场场多多了了
停停车车还还是是老老大大难难
市民盼停车改革方案尽快出台

“收费的停车场越来越多，但是停车难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这是拥有十年驾龄的沈先生对济南停车现状的评价。采访中，记者
发现和沈先生有同样感受的市民不在少数。去年4月初，为解决市民
反映的停车问题，济南市成立了市、区两级停车办。目前停车办成立
9个月了，停车场规划改革方案仍未落实。

本报记者 任磊磊 本报见习记者 王小蒙

近日，高新区居民发现，原本
不收停车费的舜华路两侧也开始
收费了。收费通知温馨提示称：该
地区设立停车场是为规范高新区
停车秩序、保障道路通行。设立的
标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济南市机动车停
车收费管理办法》和《济南市停车
场建设和管理条例》。由济南市政
府授权济南城市停车建设运营管
理集团有限公司为道路停车唯一
合法收费主体。

而记者了解到，不只是舜华路，
随着济南新建小区越来越多，一些
新小区建成后没多久，周边的公共
道路就会陆陆续续变成收费停车
场。例如，天桥区靠近北园大街附近
的一处停车场、燕山立交附近一高
档小区周边的地段等都已经开始收
费。这些道路并非繁华商圈，所停的
车辆以小区居民车辆居多，结果这
些车位并未被循环利用，而被收费
单位租赁给了小区业主成了其固定
停车位，外来车辆想找个停车位都
很困难。

“这样设立收费停车场看似非
常合理、合法，却违背了路边停车
场设立的初衷。”市民李先生指出，

“收停车费的意图是让开车的人少
上路，尽量使用公共交通，以减少
道路交通压力，保持良好的行车秩
序和环保状况，而现在成立停车公
司完全变了味，划个地方就能收
费，极少进行民意调查，也未向公
众披露设立为收费停车场的依据
和标准。”

“设立收费停车场后，确实保
证了车辆停车秩序，但是并未从根
本上解决停车难和城市道路拥堵
的问题。”市民沈先生认为，“城市
停车场不能一收费了之，更不能违
背停车场收费的初衷，而应该从民
意出发。”

记者了解到，目前青岛还设立
了官方的免费停车位，在38条道路

（路段）上增设了免费限时停车泊位
近3000个，不同的道路在不同时间
上给予免费停车，极大方便了市民
停车需求，而济南目前尚未有此类
停车场。

去年4月初，济南市规划部门
就停车难等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
提出了初步落实意见。相关负责人
表示，作为治理交通拥堵的一项具
体措施，济南市已经成立了市、区
两级停车办，完成了停车公司的筹
建，停车泊位施划、停车诱导系统
建设、停车管理人员招募培训等相
关工作正在进行中。该办公室运营
后将会对济南市的停车场、管理人
员进行统一管理，“到时候市民的
开车出行、停车以及收费问题将会
得到妥善解决。”

此前，济南市交警支队政委、济
南市停车办主任曹凤阳曾介绍说，
济南市的停车办是一个临时性的常
设机构，下设三个处，工作人员由济
南市政、规划局、交警支队，还有物
价局、建委共同来组成。

记者了解到，截止到目前，各个
区的停车办均已成立，停车收费公

司也已经成立，但是，目前仍有大量
收费停车场未被纳入停车办统一管
理。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目前济南
市停车场收费经营模式仍然比较混
乱，有的停车场已经和停车办接洽，
有的停车场还游离在停车办之外。
有的是由相关单位承包给企业进行
管理，这些单位只需要交纳定期承
包费用，而市民收到的发票，有的盖
的是街道办事处的章，还有的盖的
是收费公司的章。

据介绍，市民交纳的停车费，既
不是看车费，也不是管理费，而是

“国有资源有偿使用费”。根据规定，
济南市交警管理的部分会按月以

“国有资源有偿使用”的收入上交市
财政，各区则是扣除各种成本后以

“国有资源有偿使用”的收入上交，
但是钱如何分配目前仍不清楚，也
没有向社会公示。

据了解，截至 2014年 3月底，
济南市146 . 1万辆机动车中，有汽
车 1 2 6 . 2 万辆，其中市区汽车为
81 . 6万辆，比去年增长13 . 6%，每
天还有进入济南的外地车辆12万
至15万辆，而停车泊位只有38 . 38
万个。

按照国际通行的惯例1:1 . 2的
车辆泊位比测算，目前济南市区
81 . 6万辆汽车保有量，至少需要
97 . 92万个停车泊位，缺口为59 . 54
万个。即使根据《济南市停车设施专
项规划(2010-2020)》的要求，停车
泊位缺口也在58 . 35万个。

然而，两级停车办成立已经9个
月，仍然没有出台统一的标准对道
路停车标准进行规范管理。

2013年4、5月份，济南市物价局
在其政府网站上进行了一次停车收
费问卷调查。在参与调查市民中，有

54 . 54%的市民认为价格杠杆在缓
解交通拥堵，促进绿色交通出行，减
少城区空气污染方面“有一定作用，
但不明显”。

“目前国内北京、上海等城市对
市区不同区域拟定不同的停车收费
标准，缓解停车难。济南一直未按区
域类别和时段实行差别化收费。”一
位业内人士介绍，这致使济南的停
车场收费缺乏科学的引导和调节机
制，不仅没起到缓解车辆进出主城
区的交通压力，也没有达到便民、利
民的停车要求。而繁华路段和医院
附近黑停车场的泛滥，也没有得到
有效治理。

“希望收费标准快点出台。”采
访中不少市民表示，目前停车收费
混乱，新标准迟迟没有出台，希望
各部门尽快协调好，及早规范停车
问题。

市民质疑

停车场收不收费到底有没有标准

市民质疑

停车场收的费都到哪里去了

市民呼吁

尽快出台停车收费改革方案

在永庆街，停车收费人员说市中区停车办刚刚对此片车位进行了统
计与编号。 本报见习记者 王小蒙 摄

尚未通车的通普巷成了临时停车场，路口放了几块“临时停车 计时收费”的告知牌。
本报见习记者 王小蒙 摄

天桥区某公共停车场被租给了小区居民使用，成了固定车位。 本报记者 任磊磊 摄

篦子巷里有一处未画线且没有收费告知牌的停车场。
本报见习记者 王小蒙 摄

目前，已有不少路段的停车收费点换上了“停车建设运营
管理有限公司”的发票。 本报见习记者 王小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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