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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城区是一座城市传承历史和承载文化

之地，聚集了商业、文化娱乐、医疗教育等

大量优质资源，是城市中心功能集中区。同

时，由于历史原因，老城区一般建筑较为密

集、道路较为狭窄，相对于完善的配套设施

吸引的旺盛的交通需求，老城区是交通设施

匮乏区域，停车设施尤为缺乏。停车难问题

已成为制约老城区健康发展的瓶颈[1]，如何

在有限的空间内，统筹考虑历史文化、土地

资源等诸多约束解决好老城区停车问题，已

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本文以湖北省黄

石市为例，对老城区停车系统改善策略进行

探讨。

11 黄石市空间布局及老城区交通概况黄石市空间布局及老城区交通概况

黄石市位于湖北省东南部，北倚长江，

南接江西省九江市，是湖北省具有一定影响

力的区域性经济中心。截至 2012年底，市

区常住人口达到 76 万人，面积约为 233

km2。黄石市区由核心片区以及外围组团两

部分组成，呈中心组团式布局结构。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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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老城区停车问题突出且增加停车设施供给空间有限的现状，研究老城区停车系统改善策

略。首先分析黄石市老城区的交通概况及停车现状，探讨其停车难问题的原因。在提出老城区停车

系统总体改善框架的基础上，分别探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停车系统改善策略。宏观层

面，提出建立交通分析与用地开发的反馈机制、实行停车“差异化”供给。中观层面，提出商业密

集区停车改善策略、强化交通影响评价制度和推行停车配建建设补偿制度。微观层面，提出优化停

车设施布局、实行停车收费管理以及建设停车诱导系统。

关键词：交通规划；停车系统；改善策略；老城区；黄石市

Parking System Improvement Strategies for Old Districts in Huangshi City

Yan Yong

(Huangshi City Planning Bureau, Huangshi Hubei 435000, China)

Abstract: Aiming at the worsening parking problems and limited space for more parking facilities in older

districts of a city, this paper conducts a study on the parking system improvement strategies. The transporta-

tion development and existing parking conditions in Huangshi city are introduced first followed by the

analysis of the parking problems. Through proposing a general framework of parking system improvement

in old districts, the paper illustrates the improvement strategies in three development levels: establishing

feedback cycle between travel demand and land us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ing differentiating park-

ing supply at macro level; developing parking improvement strategies for high density business district, en-

hancing traffic impact assessment system, and promoting parking construction compensation at interim lev-

el; and prioritizing distribution of parking facilities, promoting parking fee management and developing

parking guidance system at micro level.

Keywords: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parking system; improvement strategies; old districts; Huangshi City

收稿日期：2013-03-28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复杂网络的交通网络脆弱性研究”(51078165)

作者简介：晏勇(1982— )，男，江西上高人，硕士，副局长，主要研究方向：城市规划建设管理。

E-mail: 252793255@qq.com

文章编号：1672-5328（2014）01-0028-06 中图分类号：U491.7 文献标识码：A

28



黄黄
石石
市市
老老
城城
区区
停停
车车
系系
统统
改改
善善
策策
略略

晏晏
勇勇

核心片区围绕磁湖展开，包括团城山、黄石

港、胜阳港、磁湖南片区等组团；外围组团

在黄荆山以南及武黄城际铁路以西布局，包

括铁山、下陆、山南新区和西塞山等组团，

见图1。

胜阳港组团是黄石市老城区，历史悠

久，经过多年持续发展逐步演变为城市核心

区。该组团由磁湖路、长江、沿湖路和磁湖

围合(见图2)，面积约5.16 km2，人口密度高

达 3.5万人·km-2，是城市传统的经济、商贸

中心，为城市提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

活动设施和服务空间。与其他区域相比，其

用地功能极为混杂，城市建设用地类型涵盖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GB

50137—2011)八大类别；建筑密度高，大部

分商住混合区建筑密度超过40%，局部地块

达到 50%~60%，总体容积率在 2.0以上；绿

地、广场严重不足。胜阳港组团现状形成

“三纵三横”的道路网络骨架，但干路普遍

狭窄，支路严重缺失，道路功能混杂，停车

设施极为缺乏。

22 老城区停车现状分析老城区停车现状分析

黄石市老城区空间局促、用地复杂、开

发密度高、交通设施紧缺，这些导致其存在

以下停车问题。

1）停车供需失衡。

由于缺乏对城市快速扩张和机动化飞速

发展的前瞻性认识，早期老城区建设中对停

车设施考虑不足，造成目前停车设施供需严

重失衡。截至 2012年底，胜阳港组团小汽

车保有量约为 2.5 万辆，停车需求预测显

示，现状老城区停车位需求约为 3.5 万个；

若按公共停车场停车位占停车位供给总量的

10%计算，该组团需路外公共停车位为3 500

个。然而，现状路外公共停车位供给能力仅

为 1 641个，供需比例约为 1:2.1，停车供需

矛盾十分突出。

2）公共停车设施建设滞后。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 (GB

50220—95)明确规定，城市公共停车场用地

总面积可按照 0.8~1.0 m2∙人 - 1计算；其中，

机动车停车场的用地宜为 80%~90%。依据

这一规范规定的人均机动车停车场用地面积

范围(0.64~0.9 m2·人 -1)，由胜阳港组团人口

密度为 3.5万人∙km-2可测算出机动车公共停

车场用地面积为 2.24~3.15万m2·km-2，停车

位密度应为 560.0~787.5 车位·km- 2(按照 40

m2·车位-1测算)。

然而，由于建设主体不明确以及城市发

展初期公共停车场需求不明显，长期以来黄

石市老城区忽视对公共停车场的建设，现状

停车位密度仅为318车位·km-2，远远低于按

照规范计算得到的结果，停车设施建设严重

滞后。

3）建筑物配建停车设施严重不足。

老城区建设期间中国尚处于机动化发展

初期，城市建设中执行的建筑物停车配建标

准较低，部分建筑甚至没有配建停车设施，

导致停车设施极度缺乏，造成老城区“功能

性衰退”[2]。同时，老城区的高地租、高地

图1 黄石市空间布局

Fig.1 Urban spatial development of Huangshi city

资料来源：《黄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3—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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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 Existing roadway network in integrated Shengyanggang district

资料来源：《胜阳港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

沿湖路

沿湖路

颐
阳
路

老铁路客运站

颐阳路

杭州东路

磁
湖
路

京华路

南
京
路天津路

华新路

交
通
路

消防路

广场路

滨
湖
大
道

武
汉
路

沿
江
大
道

黄
石
大
道

武
汉
路

滨
湖
大
道

沿
江
大
道

磁

湖

磁

湖

北

单位：m

20010050

29



U
rban

TransportofC
hina

Vol.12
N

o.1
January

2014

城城
市市
交交
通通

二二○○
一一
四四
年年

第第
十十
二二
卷卷

第第
一一
期期

专题

价又极大地约束了其更新改造力度，为降低

成本，政府监管部门对老城区新建建筑物执

行停车配建标准的下限，为老城区停车难问

题进一步恶化埋下伏笔。

4）违章停车现象普遍。

停车设施缺乏、停车管理制度不完善以

及管理手段落后导致老城区违章停车现象极

为普遍，主要表现为占用机动车道、非机动

车道和人行道停车。大量的违章占道停车严

重影响了城市交通运行秩序，衍生动态、静

态交通之间的运行矛盾。

33 老城区停车难问题原因探究老城区停车难问题原因探究

1）金融、商业及人口过于集聚。

胜阳港组团商业发达，综合服务配套设

施完善，区域内分布有市中心医院、体育

馆、文化宫、中小学校以及沃尔玛等大型购

物中心。其优质的公共资源和工作岗位吸引

大量人口在此居住和工作，集聚的人流、物

流、车流严重超出交通系统承载能力，导致

该区域停车难和行车难。

2）老城区功能和人口未能有效疏解。

在城市规模快速扩张进程中，城市总体

功能布局未能得到科学优化。与胜阳港组团

相比，团城山、下陆、山南新区等组团功能

相对单一，组团中心尚未形成，缺乏集聚效

应，胜阳港组团仍是城市唯一的商贸金融中

心。多组团未能形成多中心，导致老城区功

能未得到弱化、人口未得到疏散，反而在城

市更新改造过程中进一步提升了老城区中心

功能地位。老城区强中心地位给其交通系统

带来巨大压力，停车压力尤其大。

3）未构建适合老城区的交通模式。

老城区受限于道路空间资源和历史文化

保护的要求，扩展交通设施容量较为有限，

构建以公共交通、步行和自行车交通为主体

的复合型交通模式是缓解老城区交通拥堵和

停车难问题的根本出路[1]。

胜阳港组团现状道路网络骨架，受高密

度建筑群和山体、水体约束，拓展的唯一可

能是拆除废弃的沿江老铁路建设沿江大道，

加密支路网络空间也十分有限。按沿江大道

建成计算，胜阳港组团道路条件在交通高峰

时段仅能承载10%~15%的小汽车出行，80%

以上的出行仍需依赖步行、自行车交通以及

公共交通。然而黄石市对老城区交通模式未

做限制性引导，个体机动化出行比例较高，

远超出道路网承载能力。2012年黄石市居民

出行调查结果(全日全方式)显示，老城区小

汽车出行比例高达 21.5%，摩托车出行比例

为9.5%，公共交通出行比例仅为11.8%。个

体机动化交通工具大量使用并乱停乱放，严

重侵占公共交通、行人和自行车交通空间。

交通模式不合理导致老城区交通拥堵严重，

加剧了停车难问题。

4）城市发展前瞻性不够。

在老城区最初的建设中，由于对城市未

来的快速扩张和快速机动化预判不够，建成

的黄石大道、武汉路、天津路等主干路均较

狭窄；部分 20世纪 90年代之前的住宅小区

没有配建停车位，武汉路、天津路及黄石大

道沿线大型公建配建停车设施严重缺乏，鲜

有考虑通过地下空间开发来增加城市公共设

施的供给。在老城区更新改造中，既没有与

时俱进地调整城市建筑物停车配建标准，也

没有基于交通网络系统容量进行用地开发，

停车设施资源严重缺乏，大量违章停车造成

周边主、次干路服务水平下降和小区巷弄之

间交通微循环不畅。

44 老城区停车系统改善策略老城区停车系统改善策略

44..11 总体改善框架总体改善框架

动态交通和静态交通是城市交通两大组

成部分。静态交通发生在出行的起讫点，解

决“停”的问题；动态交通发生在出行的过

程中，解决“行”的问题。“停—行—停”

的链状循环模式是城市交通的基本运行结

构[3]。改善老城区停车系统，促进静态交通

和动态交通的动态平衡是实现“停—行—

停”链状循环健康运行的保证。总体上，黄

石市老城区停车系统改善包含三个层面。宏

观层面，应以交通系统的承载力为约束条件

适度开发用地，妥善处理用地高密度开发与

交通需求的关系；从交通战略高度强化交通

需求管理思想，根据老城区用地性质、区

位、交通政策的差异性实施停车设施差异化

供给。中观层面，通过制度设计弥补停车设

施历史欠账，保证老城区的理性开发。微观

层面，结合老城区更新改造及对现有交通设

施资源整合，优化停车设施布局，制定弹性

停车收费调节停车需求，合理利用交通技术

提高停车设施的利用效率。根据老城区停车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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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改善涵盖的三个层面确定总体改善框

架，如图3所示。

44..22 宏观层面改善策略宏观层面改善策略

1）强化交通分析对用地开发的反馈机

制。

动态与静态交通系统的协调归根结底是

静态交通与土地利用之间的协调。确定地块

合理的容积率是实现停车设施与土地利用之

间协调发展的关键。一般而言，政府和开发

商希望通过提高容积率来提高开发效率，而

规划师希望开发强度较低，以提高环境品质

和综合效益。为实现可持续的用地开发，应

建立交通分析与用地开发的反馈调整机制，

确定最合理的地块开发容积率，使地块开发

强度控制在交通容量承载力范围内。

鉴于胜阳港组团用地开发强度大，道路

网几乎无加密、拓展可能，停车设施缺乏且

增加供给的空间极为有限，在对老铁路客运

站地块和武汉路周边商业综合体以及地下空

间进行开发时，应通过交通分析适度控制开

发规模；针对上窑大宗果批市场用地，应从

促进老城区科学布局的角度进行用地置换，

从保持适度用地开发和优化功能布局的角度

缓解交通拥堵和停车问题。

2）区域“差异化”的停车供给策略。

由于各区域的就业岗位、人口分布、土

地利用、交通政策等影响因素不同，应根据

区域条件施行“差异化”停车供给。老城区

可适度控制停车位供给以调节停车需求；城

市外围区根据供需平衡布局停车设施，为小

汽车交通提供停车空间。

胜阳港组团商业氛围浓郁，公共配套设

施齐全，建筑密集，地价昂贵，很难挤出较

大的空间建设停车设施，停车设施供给宜采

取“从紧控制”策略，以达到抑制小汽车交

通需求的目的。

44..33 中观层面改善策略中观层面改善策略

1）针对商业密集区制定停车改善综合

策略。

商业密集区以居住、商业、金融和公建

设施为主，规模小、集聚程度高，中心功能

过强，交通流在有限空间内高度集聚。该区

域是城市停车问题的难点和重点，应从综合

交通的角度制定改善策略，总体思路如图 4

所示。

① 依托“公共交通+步行和自行车交

通”，适度控制停车供给总量。

老城区商业密集区道路基础设施大规模

建设时期早已结束，交通主要以治理和管理

为主，道路容量增长的有限性客观要求限制

机动车流量，并逐步建立以“公共交通+步

行和自行车交通”为主导的交通发展模式。

天津路、湖滨大道、黄石大道和颐阳路

围合区域是黄石市老城区商业密集区，具有

丰富的公共交通资源，区域内黄石大道、武

汉路及天津路等重要道路布局多条公共汽车

线路。应进一步整顿客运市场，取缔“黑

车”和“摩的”；整治人行道和非机动车

道，打造连续的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以及

安全、便捷的行人过街系统。具体做法包

括：围绕黄石大道、湖滨路、武汉路等道路

的公共汽车站，配备公共自行车设施；打造

图3 老城区停车系统总体改善框架

Fig.3 General framework of parking system

improvement in old distri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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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老城区商业密集区停车改善综合策略

Fig.4 Comprehensive strategies for parking

improvement within old district with high

density business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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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延伸到沿线小区、商业网点、金融商贸服务

中心等场所的步行和自行车通道，从而实现

公共交通与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无缝链

接，引导部分个体机动化出行向“公共交

通+步行和自行车交通”方式转移，形成

“公共交通+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的主导交通

模式，降低小汽车出行需求。

② 增加外部停车设施，分散商业密集

区停车压力。

在商业密集区外围设置部分集中式公共

停车点，通过引导部分商业区内部停车向

“外部停车+步行”转化，分散停车压力，并

减少老城区重要干路的交通压力。可考虑在

湖滨大道西侧绿化广场修建地下停车场，通

过“湖滨路沿线地下停车+步行”模式，缓

解武汉路沿线商业区停车问题；整合沿江大

道沿线用地，适度布局停车设施，通过“沿

江大道沿线停车+步行”模式，降低黄石大

道沿线停车需求。

③地下空间开发，拓展停车空间。

系统开发商业密集区地下空间，打造地

下交通通廊，拓展停车空间，弥补停车设施

的历史欠账。在进行地下空间开发中，应以

武汉路为通廊，串联体育馆、MALL城、大

上海、老铁路客运站等地下空间，将停车与

商业、人防结合，实现停车空间的拓展。

④整合停车资源。

商业密集区不同建筑性质的停车设施，

其利用时间分布具有明显的错峰特征(如居

住型建筑停车需求高峰在夜间，而商业及办

公型建筑停车需求主要集中在白天)。武汉

路西侧商业建筑物和颐阳路北侧大型商业建

筑物附近的住宅小区，配建有一定规模的地

下停车设施，可打通具有错峰停车特征的住

宅和商业建筑物地下停车库，整合停车资

源，变单一功能的独立停车库为多功能的共

享停车库，推动不同类型建筑停车设施错峰

利用。

2）强化交通影响评价制度。

为促进土地利用与交通系统的协调发

展，老城区在规划、建设、管理中应强化交

通影响评价制度。首先，强化老城区地块控

制性详细规划阶段交通影响评价对规划确定

的地块开发强度、容积率方案的反馈，严格

控制武汉路、黄石大道沿线用地高强度开

发；其次，制定老城区内严格的建设项目交

通影响评价启动标准，建筑面积超过1万m2

的公共建筑项目和3万m2的居住类项目，或

者配建机动车停车位大于 150 个的建设项

目，均应在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阶段编制交

通影响评价报告。凡未编制交通影响评价报

告或者是评价反馈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超出

交通设施承载能力的，规划委员会一律不予

通过。

3）推行停车配建建设补偿制度。

针对停车配建不足的老城区大型公建，

严格按照项目报建时期黄石市城市建筑物停

车配建指标的要求，限期建设配建停车场差

额；如不能自行按照相关要求建设的，项目

主体必须缴纳建筑物配建停车不足建设补偿

费 (由交通部门会同物价和规划等部门制

定)，由规划局选址，城投和城建部门进行

异地补偿建设[4]。针对胜阳港组团部分老旧

小区配建停车严重不足而又无停车拓展空间

情况，可通过政府协调，利用老旧小区周边

大型商业和公建建设契机，适度弥补停车设

施不足问题。

44..44 微观层面改善策略微观层面改善策略

1）停车设施优化布局。

长远来看，在老城区实施停车需求管理

是解决停车问题的重要举措。但近期老城区

仍应以停车设施优化布局和建设为主，弥补

停车供给能力的不足。应从以下方面进行停

车设施优化布局。

①基于用地功能减少停车需求。

黄石市老城区发展目标为：通过合理置

换土地，逐步将其更新改造为以商业贸易、

文化娱乐、居住休闲等功能为主的城市综合

区。位于老城区的上窑大宗果批市场、老铁

路客运站均位于颐阳路南侧，两地块相距约

500 m。上窑大宗果批市场紧邻铁路线，兼

有仓储、物流和市场功能，吸引大量大型货

车和大宗物流进入城市核心区，与区域发展

目标不协调，与周边商贸、居住用地也不匹

配。老铁路客运站周边均为商业及住宅，客

运站基本废弃，铁路线将胜阳港组团南北地

块分隔。通过地块置换变更铁路用地功能为

商业、居住用地，可促进胜阳港组团发展目

标的实现。建议将上窑大宗果批市场外迁，

该区域仅保存传统零售服务，并与老铁路客

运站区域进行系统综合开发，一方面可以减

少货运停车需求，另一方面可结合用地开发

布局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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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基于沿江大道建设拓展停车空间。

打通沿江大道，缓解黄石大道的交通压

力。结合沿江大道的建设进行沿江景观、建

筑物的更新改造，布局“点多量小”的路外

停车场，缓解黄石大道沿线停车问题。

③基于交通资源整合扩展停车空间。

逐步取消位于老城区的城市长途客运二

级站以及社会自发形成的简易车站，将对外

交通用地变更为公共交通和停车用地；将紧

邻长途客运二级站的老交通局大院内临时停

车场变更为永久性路外公共停车场，缓解老

城区停车难问题。

④公园绿地和学校操场布局地下停车场。

在确保景观不被破坏、保障安全的前提

下，充分利用湖滨大道西侧园林绿地、天津

路沿线的黄石实验中学、黄石市十五中以及

颐阳路沿线的黄石三中等学校操场建设地下

停车库，并纳入老城区地下空间系统中。

2）差异化收费管理调节停车需求。

制定老城区阶梯形停车收费标准，适当

调高路内停车收费，并按区域、时段制定路

外停车场差别收费标准，体现停车需求管理

的政策导向。路外停车收费标准要保证适度

的经济效益，提高公共停车场投资建设的积

极性。通过实施政府监督和政策调控，实行

“统一政策、分级管理”的停车收费管理办

法，即黄石市物价局制定机动车停放收费管

理办法和审批实行政府定价的营业性车辆停

放收费标准、区物价部门根据老城区实际情

况制定停车收费标准，确保政策目标的实

现，同时促进停车产业良性发展[5]。

3）积极推进停车诱导系统建设。

通过建设停车诱导系统，缓解因巡游寻

找停车位产生的道路交通压力，提高停车设

施利用效率。可在老城区商业密集区设置停

车诱导系统，以点带面，逐步实现区域联

网，提高老城区停车智能化水平。

55 结语结语

缓解老城区停车难问题是城市管理者面

临的一项艰巨任务。近年来黄石市相继通过

利用地下空间增设停车场、调整老城区建筑

物停车配建标准等手段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

停车难问题。但老城区有着特殊的历史背

景，停车系统真正得到改善必须以“供需统

筹、以供定需”和区域“差异化”的发展理

念为指导[6]，从宏观至微观，针对停车政策

制定，停车规划、建设、管理等方面综合考

虑。未来应针对老城区各类建筑停车配建指

标、老旧小区停车解决方案、调节停车需求

的弹性递推收费标准、抑制个体机动化和优

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方案和政策等方面开展深

入研究，使停车系统改善策略在城市规划、

建设和管理等环节得到贯彻和落实，系统地

解决老城区停车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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