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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症“占位不充电”北京停车新规执行难
新的北京地方标准《停车场（库）运
营服务规范》（以下简称《规范》）于今年7

荩 2020年新能源车保有量约

40万

辆

来源：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2020年推进实施车用柴油减量化发展工作方案》

月1日起正式实施，为保障新能源汽车的
充电权益， 其中特别规定每个停车场都
要设置“电动汽车泊位”和“电动汽车专
用泊位”。对于占位情况，新规则提出可
以通过加价收费和协调引导加以规范。

截至2019年末
荩 累计充电设施

20.24万

新规实行后，北京商报记者走访多
个停车场发现，新规落地以来，响应的
停车场仍属少数。一方面，充电车位建

荩 私人充电桩

设情况参差不齐，另一方面管理员人手

15.34万

不足，让其难以兼顾引导工作。对此，也

荩 公用充电设施

2.5万

有停车场通过智能识别与地锁系统等
新科技巧妙化解，为解决老难题带来新

个

个

荩 单位内部充电设施

1.8万

办法。专家也指出，真正要解决“充电占
位”，还需要新能源汽车更加普及。

个

个

来源：北京市级平台e充网《2019年北京市充电设施建设及充电行为浅析报告》

者发现，按照新规要求进行改建的停车场并不
多，在充电车位的设置上也各有各的标准。
“专用泊位”难
“专用”
首先，大部分停车场虽建有充电车位，但
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配套设施建设规 并没有划分出“专用泊位”。在国家图书馆综
范也更新换代。《规范》首先区分了两种针对 合楼南侧仅有10个充电车位，并且全部为专
电动汽车的泊位：一种是“电动汽车泊位”，即 用泊位。但这种划分方法并不是按照新规要
在未充电时可以临时停放燃油车和电动汽车 求进行立牌和地面划线来明确，而是在充电
的停车位；另一种则是“电动汽车专用泊位”， 桩上张贴了“此处为新能源车辆充电专用，即
指任何时段都不能停放燃油车和没有充电需 充即走，汽油车禁停”的字样，同时，一旁的蓝
求的电动汽车的停车位。
色管理规定立牌上也写明了相应的内容来加
《规范》也对两种泊位的提示信息进行了 以规范。
明确，要求在立牌和地面都用绿色图案和文
“温馨提示”的规定并不能有效解决占位
字进行注明，北京商报记者发现，两种泊位的 问题。经粗略统计，国家图书馆地面分布着近
标志非常相似，而关键在于要看清是否有“专 200个停车位，但在北京商报记者7月4日到访
用”二字。
时，却发现有燃油车仍停放在电动汽车专用
此外，除了提出两种电动汽车泊位类型， 泊位上。
新规还对泊位的数量进行了要求。《规范》提
通过走访统计发现，部分既有停车场虽
出，既有和新建的公共停车场和P+R停车场 然此前已建有充电车位，但数量似乎未能达
的“电动汽车泊位”不少于10%，且必须修建 标。在地坛公园南门有一个面积不小的停车
至少1个“电动汽车专用泊位”。
场，也被不少新能源车主所熟知，但在400多
但在实地走访10个停车场后，北京商报记 个车位中，只有30个充电车位可以使用。而在

X

北边的地坛体育中心，约65个车位中则有6个
充电车位。而如中粮置地广场，仅有5个充电
车位，全部被燃油车占据。
北京特亿阳光新能源总裁祁海■对北京
商报记者表示：“在一些既有老建筑停车场增
补充电桩车位难度很大，经济效益上缺少初
始投入资金和补贴；安全问题上涉及到建筑
结构安全和大电流快充技术的安全，而如果
是小电流慢充，一般需要半天甚至更长时间，
就加大了车位资源的紧张。”
增量来自存量惹争议

虽然要保障电动车的停放充电权益，同样
要应对的，是严峻的“车地矛盾”。部分燃油车
主则对新规抱有一些保留意见，住在西局的燃
油车主王先生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我能理
解电动车充电有困难，但要匀出来的车位大部
分应该是从普通车位改的，很少会有扩建出来
的，那对我们油车来说不太公平。本来市内停
车就紧张，不管油车电动车大家出行习惯也都

类似，这下停车还要分个先后了。”
面对如此紧张的停车资源，新规对停车
效率也有所兼顾。《规范》提出，停车管理员可
以进行分类引导：普通车位有空余时，燃油车
不占用电动车泊位；普通车位无空余时，燃油
车可以占用部分电动车泊位，但不能占据专
用泊位，并且还应留下联系信息；而对于已经
完成充电的电动车，管理员还应引导其及时
驶离。
由于停车站的使用情况是实时变化的，
《规范》还提出，在电动车有充电需求，或者普
通车位出现空余时，管理员可以通过广播、短
信等方式，提醒燃油车主来挪车。如果非必需
车辆强占专用泊位，并不听劝导的，管理员还
可以通过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展开相应的执法。
但实际执行中，引导工作却不那么容易
开展。7月3日，北京商报记者根据高德地图的
充电情况，发现中粮置地广场的充电车位显
示空余，但实际来到地下二层的停车场时，面
对的却是油车占位的情况。记者询问不远处
的停车场管理人员可否挪车时，管理员表示
束手无策。同样，在国家图书馆的充电车位旁
的规定立牌上也写明“请充电车辆服从工作
人员管理”。但面对占位情况，相关管理员也
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没办法直接拖走，还
是需要联系车主来挪车。”
虽然新规提出管理员参与引导帮助解决停
车难问题，但北京商报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大部
分停车场同一时间段只有1-2名管理员在岗，
部分还要兼顾出入闸口的收费工作，因此人手
不足成为引导工作难以开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了人力资源紧张导致难以兼顾外，管
理员也不希望与车主发生矛盾和争执。虽然
新规写明占位车主应留下联系信息并服从挪
车，但实际情况中，愿意配合的车主属于少
数，管理员的引导工作还需要更多市民的理
解和支持。
对此，新标准虽然也规定，停车管理人员
多次告知仍然不听劝导的，可以通知公安交
通管理部门开展执法。但祁海■也指出：“目
前的占用确属无奈，停车场车位资源如果充
足的话，相信人们不会轻易占用电动车泊位
的。需要交警出面解决也是无奈之举，公共资

源有限，只能解决个别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
决电动车停车难。”
“防占位”诉诸科技来帮忙

实际上，在2018年，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和
市交通委就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停车场内
充电设施建设和管理的实施意见》，要求对辖
区内尚未建设充电设施且向社会开放使用的
既有停车场（含限时开放停车场），按照不低
于10%车位比例配建公用充电设施，并引导
燃油车避免占用电动汽车充电车位。今年4月
1日，正式实施的北京市新版《电动汽车充电
站运营管理规范》也明确提出不得占用充电
专用车位的要求。
在诸多管理要求出台后，为了更具体有
效地解决占位问题，各个停车场也都在尝试
不同的方法。比如，亦庄文化园的P+R停车场
使用了更先进的科技系统，这里的专用泊位
安装有车牌识别系统和地锁，只有在识别是
电动汽车后，地锁才会打开，而车辆充电结束
离开后，地锁也会在5分钟后自动弹起。
除了智能识别与地锁、档杆、监控等“高
招”，特来电副总裁、北汽特来电公司总经理李
剑波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提及，对于专用
充电站，也会设置智能闸机禁止燃油车驶入。
而适当加收占位费也成为应对方法之一。
对此，新规提出，可采取阶梯式价格标准进行
收费，对占用电动车泊位和在充电完成后超过
一个计时单位的电动车，停车场可以在单位时
间收取最高不超过普通车位150%的费用。
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正在地坛
公园充电的新能源车主崔女士认为：“1.5倍的
价格说不上高，在特别高峰的时候，如果是我
真的需要停车，我感觉也是可以接受的。可能
收费真的高一点，有惩罚性的感觉，才能发挥
更大作用吧。”
祁海■认为：“ 目前电动车保有量偏低，
存量停车运行单位的改造积极性偏低。随着
电动汽车进一步发展，在新建建筑修建电动
汽车泊位会容易实现，存量车位改造动能也
会增强，这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积累。”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阮航达/文并摄

西街观察

ijie observation

打破学区房的终极幻想
陶凤

以顶级学区著称的西城， 终于向
学区房开了枪。

房商品化改革以来， 高层会议决策首
度对准了学区房。

近日， 北京西城区明确，2020年7

两个月来，广州市、成都市、石家

月31日后购房家庭， 不再对应登记入

庄市、 南京市等多地展开行动治理房

学划片学校， 全部以多校划片方式在

地产领域虚假违法广告，其中，以学区

学区或相邻学区内入学。

房的名义违规宣传和炒作房价成为整

西城区最终并入，喧嚷已久的“多

治重点。

校划片”落地，而且比预想的更狠。此

牵扯到房地产和教育两大议题，

次之前，北京“多校划片”的改革进行

学区房已成为城市家庭刚需中的刚

多年。拥有优质教育资源的区域，如海

需。房地产与教育的挂钩日益紧密，而

淀区、东城区早在2018年就进入“多校

弱化学区的意图， 对推动教育均衡的

划片”时代。

助力仍在实践摸索中。

一个萝卜不再对应一个坑。 这正

那些正在为学区房盘算的家长

是
“
多校划片”的威力所在。
“
多校划片”

们， 大多是拥有一定财富积累和社会

打破了顶级学区房的确定性， 让价格

地位的中年父母， 希望凭一己之力为

滚烫的学区房投资价值骤降。

子女的未来寻找确定性。 只要优质教

把一些房子身上简单的确定性，变

育资源供不应求且分配不均， 以学区

成复杂的不确定性，从而更多地剥离投

房为代表的各种产物， 就会留存生长

资属性。学区房价格的重新配置，让
“
价

的土壤。

高者得”的学区投资逻辑开始瓦解。

复杂的学区房， 意味着降温同样

多年来，难抑的房价，以顶级校区

是一件复杂而系统性的工程。 从长期

里的学区房最为突出。 优质教育资源

来看， 只有公立资源的均衡化和教育

集中的学区，聚集一系列“重点中学”

的市场化， 学区的溢价才会在未来逐

和“
重点小学”，而打击炒房，首先要打

步降低。

击的便是这种容易炒作、 具有上涨确
定性的房子。
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
议强调，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

这需要持续稳定扩大教育投入，
大力推进优质资源建设补给。同时，引
入竞争， 允许公办、 民办学校同台竞
争，增加家长选择空间。

是用来炒的”定位，增加保障性租赁住

接下来， 便是在有限的资源供给

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供给， 防止以学区

下， 在保证就近入学和平抑学区房价

房等名义炒作房价。

之间寻求平衡， 设计一系列科学合理

仔细研读，房住不炒和增加租赁，
一以贯之。
“
防止以学区房等名义炒作
房价”则是首次出现，这也是1998年住

的学位分配与调剂补偿机制。
雨夜之后，学区房可能会凉，但别
忘了，教育的焦虑还在。

甘肃马拉松一个月后 赛事安全监管“全网升级”
“5·22”黄河石林马拉松事件为国内体育
赛事举办敲响了警钟。事件发生一个月后，7月
5日，国家体育总局等十一部门火速发布了《关
于进一步加强体育赛事活动安全监管服务的意
见》，对事件中出现的问题及教训进行查漏补
缺。《意见》提出，各类体育赛事活动一律制定灾
害性天气等风险防范及应急处置预案，并再次
明确了各类体育赛事都要建立“熔断机制”。

就在黄河石林马拉松事件的第三日，应急
管理部就召开会议强调，要抓紧会同气象等部
门建立防范极端天气灾害工作机制，在试点地
区探索将短临预报与应急处置紧密结合的实战
办法，尽快在全国推广落地。督促有关方面深刻
吸取甘肃白银马拉松越野赛事件教训。

制定灾害性天气等应急预案

此外，《意见》明确了组织者的条件和要求。
体育总局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全国性单项体
育协会要明确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的基本条
件，包括对主办方、承办方、协办方的基本要求，
加强对有关条件和要求的监督检查。
具体来看，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应当配齐
具有相应资质的专业技术人员，配置符合相关
标准和要求的场地、器材和设施，严格落实通
信、安全、交通、卫生、食品、应急救援、消防等安
全措施，增加装备检查、保险购买等强制性措
施，确保出现紧急情况能够果断处置。
然而，黄河石林马拉松比赛的承办方甘肃
晟景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就因其“单薄”的体
量以及“不专业”的运营在事件发生后就受到了
广大网友的口诛笔伐。
根据6月25日晚甘肃省政府发布的事件调
查报告，本届黄河石林百公里越野赛包括5公里
乡村振兴健康跑、21公里越野赛、100公里越野
赛三个组别，其中乡村振兴健康跑参加1700人
（不含游客）；21公里越野赛报名人数120人，实
际参赛93人；100公里越野赛报名187人，实际
参赛172人。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运营单位晟景公司仅
有员工12人。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新增超2.3
万家体育赛事活动策划相关企业，年注册量达
到顶峰。然而，在这2.3万家新增企业中，注册资
本过2000万元的却屈指可数。
体量之外，资质是专业的另一项重要标准。

《意见》要求，制定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各
类体育赛事活动一律制定灾害性天气等风险
防范及应急处置预案，包括实时风险评估、风
险预警、风险防范、比赛中止或延期、及时救援
等内容。
此前，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5月22日举行
的黄河石林山地马拉松百公里越野赛遭遇极
端天气，多名选手出现了严重失温，21人不幸
遇难。
而原定于5月23日在浙江湖州举办的莫干
山越野跑挑战赛女子10公里项目也正是因为
天气原因，被紧急取消。据赛事工作人员介绍，
因为大雨道路泥泞，所以取消了10公里项目。
此后，黑龙江、河北、南宁等多省市均发文
表示举办各类体育赛事活动要进行风险评估，
并制定安全应急预案。
来自北京海淀的资深马拉松跑友吴冰表
示，越野马拉松的应急预案至关重要。“相对于
城市马拉松，野外马拉松赛事可以说是另一个
世界。城市赛事往往在城市道路上举办，有了路
便可通车、运送补给。但野外条件下，赛事路线
多为山地，救护车、救援车辆很难开上去，可能
通信讯号都没有。一旦遇险，救援难度大大提
升。因此作为赛事主办方，应当做好应急预案，
提供足够的赛事补给，建立完善的应急救援体
系，其中专业的装备更是必不可少。”

配备专业资质的技术人员

中国田径协会的数据显示，2016年，马拉松赛
事总量为993场，其中田协认证的赛事为328
场，占比略超三成；到了2019年，赛事总量增长
到1828场，认证赛事仅为357场，占比已经下降
到不足二成。
北京市某路跑团团长、马拉松赛事运营商
刘群指出：“实际上，还有很多比赛没有田协、登
协、体育局等官方和专业组织的认证，就是一两
个专业人士带着外行人就敢上手开赛。”
完善熔断机制

“熔断机制”是黄河石林马拉松带来的又一
个警示。《意见》指出，实行“熔断机制”，密切关
注赛事进程，在办赛条件发生变化时，及时作出
相应调整；在不具备继续办赛条件的情况下，及
时终止赛事。
实际上，早在“5·22”黄河石林马拉松事件
发生第二日，国家体育总局就召开了紧急会议，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表示，要做好重大赛
事安全风险防范化解工作，建立“熔断机制”。
而在5月24日晚，2021“丝绸之路”宁夏-银
川马拉松赛组委会发布公告称，受到疫情和天
气等因素的影响，组委会决定启动大型赛事熔
断机制，继续延期原定于5月30日举办的比赛。
据北京商报记者不完全统计，彼时包括七
台河马拉松、临沂苍马山等超过60场比赛延期
或熔断。
体育与法律研究中心创始人、华城律师事
务所合伙人董双全也表示，针对国内赛事运营
商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国家有关部门应从赛
事准备、运营管理和技术培训等方面持续加强
对体育产业的市场引导，完善办赛行业标准。从
专业性的角度看，赛事运营方和主办方应当加
强对突发状况的预判，加大对安全防范的投入，
有效决断何时应当叫停比赛。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常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