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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机动车

保有量持续快速增长，城市停车问题日益凸

显。其中，路内违章停车现象较为严重，不

仅造成道路交通秩序混乱、降低道路通行效

率，同时带来较大的安全隐患，成为导致城

市交通拥堵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从公安交

通管理角度出发，分析并探讨城市路内停车

管理对于缓解停车问题的意义和作用，根据

部分城市路内停车管理经验，提出引导式路

内停车管理战略，促进城市停车问题的解决。

11 路内违章停车对道路交通的影响路内违章停车对道路交通的影响

1）降低道路通行能力。

研究表明，若每公里道路上停放 1辆小

汽车，则路段交通流速度降低 0.1 km·h-1[1]，

根据交通流速度、密度、流量三参数之间关

系，当交通密度值不变时(或在较小范围内

变化时)，流量随着速度降低而降低，因而

导致道路通行能力降低。其次，路内违章停

车占用道路通行面积，以宽度为11~18 m的道

摘要：为有效缓解城市停车问题，从公安交通管理角度研究路内停车管理战略。首先探讨路内违章

停车对道路交通的影响，并分析问题的根源。提出引导式路内停车管理战略架构，在分析城市路内

停车功能定位的基础上，阐述停车管理战略意义和目标。从确定严管区域、合理设置路内停车位、

完善停车安全管理设施、强化执法手段和加大处罚力度五个方面提出路内停车管理措施；从加强宣

传、增加有效停车位供给、调整城市交通结构和建立停车位电子档案库四个方面提出引导式停车管

理配套措施，并探讨相应的战略保障机制。最后，通过杭州市和长沙市实例分析了停车管理战略的

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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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为例，违章停车导致道路通行能力降低

26%~34%，并且道路宽度越小降低幅度越

大 [2]。此外，考虑车辆在停车时减速变换车

道对相邻车道的干扰，路内违章停车对道路

通行能力的影响则进一步增大。

2）影响非机动车和行人安全。

目前，由于社会公众交通安全意识相对

薄弱，在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上违章停车现

象较为常见，导致机非混行状况严重，不仅

破坏非机动车和行人的通行环境，而且容易

造成交通事故，由此产生的矛盾纠纷屡见不

鲜，扰乱正常的社会和交通秩序。

22 路内违章停车问题根源分析路内违章停车问题根源分析

1）停车需求总量较大。

有人比喻停车位是机动车的“家”，机

动车的一次出行始于停车也终于停车。假设

每辆车每年行驶 2 万 km，平均车速为 40

km·h- 1，则全年的动态交通行驶状态仅有

500 h，而静态停放状态则高达 8 000 h，即

车辆有 90%以上的时间处于停放状态 [3]。

2000 年以来，中国机动车保有量以年均约

18.8%的增长率迅速增加。截至 2013年底，

中国机动车保有量达 2.5亿辆，31个城市机

动车保有量超过 100万辆。在这种形势下，

城市停车需求总量较大，并且还将随着机动

车保有量的增加进一步增长。

2）停车位缺口较大。

当前，城市停车位缺口较大，机动车保

有量与停车位的比例严重失衡。2012年上半

年，中国部分城市机动车保有量与停车位比

例(见表 1)显示，大部分城市的停车位总量

不足机动车保有量的 1/3，并且二线城市的

停车位缺口大于一线城市。在这种情况下，

占用道路资源违章停车现象较为严重。

3）停车守法意识淡薄。

中国城市社会公众交通文明意识和守法

意识普遍薄弱，小汽车出行者主观上存在必

须在目的地门前停车的思想，而不考虑目的

地有无停车条件。同时，诸如商店、餐饮、文

化娱乐等场所为了招揽生意，不考虑其门前是

否具有停车条件，均希望客户能在门前停车。

社会公众没有意识到路内违章停车对城市交通

造成的负面影响，缺乏路内停车守法意识。

33 引导式路内停车管理战略引导式路内停车管理战略

针对中国城市停车问题，在公安交通管

理视角下，研究者多从路内停车管理对策和

路内停车管理设施等方面进行研究和探索，

较少从路内停车管理战略方面探讨如何缓解

城市停车问题。结合中国部分城市开展路内

停车整治取得的效果，本文提出 “引导式

路内停车管理战略”，一方面，通过城市重

点区域路内停车严管，引导并提升整个城市

的路内停车守法意识；另一方面，通过严格

执法管理，引导并改善城市路外停车问题。

在分析城市路内停车功能定位的基础上，探

讨路内停车管理战略内容，包括战略意义、

目标、方案以及保障机制四个部分，其中，

方案包括路内停车管理措施和引导式停车管

理配套措施两个方面，引导式路内停车管理

战略架构如图1所示。

33..11 路内停车功能定位路内停车功能定位

城市路内停车位占用公共道路资源，在

当前城市交通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

路内停车不应成为城市停车的主体，其功能

定位应是配建停车和公共停车场的有效补

充。2010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安部、国

家发改委三部门发布的《关于城市停车设施

规划建设及管理的指导意见》 (建城[2010]74

号)中提出，“严格控制占道停车位的数量，

逐步形成配建停车为主、路外停车为辅、占

道停车为补充的城市停车格局”。因此，不

可以无条件在道路上施划停车位，试图利用

路内停车解决停车问题的思路不可取。同

时，由于路内停车位兼具公共属性，为了让

更多人享受路内停车资源，其定位也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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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中国部分城市机动车保有量与停车位比例

Tab.1 The ratio of automobiles over available parking spaces in several cities

in China

城市

北京

上海

广州

武汉

南京

济南

昆明

西安

南昌

乌鲁木齐

机动车保有量/万辆

503

258

244

130

146

136

157

155

57

51

机动车停车位/万个

248

180

73

32

17

31

21

37

11

13

比例

2.03:1

1.43:1

3.34:1

4.06:1

8.59:1

4.39:1

7.48:1

4.19:1

5.18:1

3.92:1

资料来源：各城市官方网站和交通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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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的、有时间限制的。

33..22 路内停车管理战略意义路内停车管理战略意义

城市配建停车和路外停车场建设滞后的

状况短时间难以弥补和改善，越来越多的停

车矛盾集中涌现在道路上，路内停车已逐渐

失去临时性停车的初衷，违章停车现象严

重。据测算，停车管理70%的社会成本是执

法成本[1]，如果违章停车成为常态，执法人

员需要更多时间进行处理，执法人员巡查覆

盖率和违章停车被查处的概率将降低，守法

率将进一步下降，最终形成恶性循环。此

外，如果路内可以随意停车，任何关于停车

管理的有效措施将失效，也没有人会有动力

去建设、使用和经营路外停车场。鉴于此，

为了逐步缓解城市停车问题，有必要加强路

内停车管理，执法的目的并不单纯是对违章

停车行为进行惩罚，严格停车执法是实现城

市总体交通目标的有效保障。

33..33 路内停车管理战略目标路内停车管理战略目标

通过对重点区域严格路内停车管理，减

少违章占路停车对道路交通的影响，加强重

点区域内社会公众的停车守法意识，“以点

带面”引导式促进整个城市停车守法率的提

高。同时，推进城市路外停车管理，促进城

市停车需求与停车资源联动机制的建立，引

导停车供需关系向良性、健康的方向发展。

33..44 路内停车管理措施路内停车管理措施

1）确定路内停车严管区域。

路内停车严管区域的确定需要综合考虑

城市空间布局、道路交通、经济发展和生态

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结合各地实际情况，本

着“先重点后一般，控制与疏导相结合”的

理念，选择对路网运行影响较大或者敏感度

较高的道路，例如中心城区、综合交通枢

纽、主要商业区等区域内道路，这些道路本

身停车供需矛盾较为突出，一旦发生拥堵会

影响周边路网正常运行。同时，在这些区域内

实行严格管理可以让社会公众明显感受到停

车管理措施实施前后的效果，提升民意支持率。

2）合理设置路内停车位。

《城市道路路内停车泊位设置规范》

(GA/T 850―2009)对路内停车位设置条件的

一般要求、设置率、道路宽度、道路流量

比、道路安全视距以及不应该设置情况等做

出明确规定[4]。此外，本着尽量减少路内停

车对道路交通影响的原则，应分析道路交通

时间和空间分布特性，疏堵结合，逐步引导

城市停车良性发展。例如，在中央商务区等

交通量较大的区域，有步骤地减少路内停车

位数量，促进路外停车设施的建设；根据夜

间道路交通量较小的特点，在不影响道路交

通运行的情况下，允许老旧居住区周边道路

夜间临时停车；对于临时、短暂的停车需

求，如城市物流配送车辆装卸货停车、旅游

景点上下游客停车等，应结合实际情况合理

设置停车位。

3）完善停车安全管理设施。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用于告知使用者道

路通行权力，明示道路交通禁止、限制通行

状况，是维护交通秩序、预防和减少交通事

故、确保城市道路运输效率的基础设施[5-6]。

道路停车标志应明确“是否允许停车、停车

收费标准、允许停放时间”等信息，减少路

内停车时间过长现象，例如，餐饮、购物场

所周边路内临时停车位标志牌，应该明确允

许停车时间及处罚措施等内容，以便增强社

会公众对道路停车规定的辨识度，同时为违

章停车执法取证提供依据；对于全路段禁止

停车的道路，应适当增加路段禁止停车标志

的设置密度；可通过设置物理隔离设施(例

如在非机动车道增设隔离护栏，人行横道边缘

增设隔离桩等)从空间上限制路内违章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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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式停车管理配套措施路内停车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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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路内停车管理方案

城市路内停车管理战略保障机制

缓解停车难现象，改善城市停车问题

城市路内停车管理目标

城市路内停车管理意义

城市路内停车功能定位

城市路内停车管理战略

图1 引导式路内停车管理战略架构

Fig.1 Framework of on-street parking management strategies



城城
市市
路路
内内
停停
车车
管管
理理
战战
略略
及及
实实
践践

戴戴
帅帅

刘刘
金金
广广

朱朱
建建
安安

巩巩
建建
国国

曲曲
栩栩

4）加强路内违章停车执法手段。

进一步优化执法勤务管理模式，结合道

路交通“畅通工程”建设，按照主、次干路

违章停车分别为每5 km最多2辆和5辆的标

准，根据路内违章停车的时空分布规律，合

理安排执勤民警的流动范围和巡逻频率。进

一步加强科技设备与人工执法的配合，例如，

视频设备一旦发现严重违章停车现象，可通过

指挥中心告知就近执法人员，有效提高管事

率(管理警情的比例)；在警力不足的情况下，

进一步加强停车非现场执法力度；通过流动警

车车载视频设备，快速有效完成违章取证等。

5）加大路内违章停车处罚力度。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路内违章停车处

罚力度较低，且部分省市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处罚标准下限执行，

导致公众产生违章停车逆反心理，认为违章

停车成本较低，这种心理对维护交通秩序具

有较大的负面影响。相比之下，部分发达国

家和地区路内违章停车处罚力度较大，违章

停车在个别国家和地区甚至会影响个人信

用。因此，为了加强停车执法的威慑力，建

议对路内违章停车行为进行记分处罚。针对

重点路段违章停车现象，驾驶人在现场情

况，按违反禁令标志、禁止标线处罚和记

分，警告其驾离现场，如未驾离，实施拖车

处罚；对于无牌车辆违章停车现象，按违反

禁令标志、禁止标线，以及上道路行驶机动

车未悬挂号牌两种违章行为合并处罚[7]；对于

驾驶人不在现场的情况，建议实施拖车处罚，

并按违反禁令标志、禁止标线处罚和记分。

33..55 引导式停车管理配套措施引导式停车管理配套措施

33..55..11 宣传教育先行宣传教育先行

通过电视、广播、报刊、互联网等媒介

开展路内停车严格管理宣传教育，告知路内

违章停车的社会危害，目的是让社会公众认

识到严管停车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营造严管

氛围，提升社会对严管停车的支持与理解。

制定并提前宣传停车疏导措施，引导社会车

辆规范停车，做到停车“疏堵”结合。广泛

宣传路内违章停车严管处罚方式，加强严管

停车的震慑与警示，提升社会公众的停车守

法率。

33..55..22 增加有效停车位供给增加有效停车位供给

1）完善城市新建设施停车配建指标。

综合考虑中国不同城市地域环境、社会

经济发展、人文自然特征等差异，从宏观规

划角度确定不同地区停车配建指标。各地应

针对城市发展现状，综合考虑用地性质、建

筑功能、交通特性等因素，细化停车配建标

准分类，按照重点停车区域重点考虑的原

则，根据用地周边的道路和交通条件，合理

制定配建标准的上限和下限。

2）充分挖掘现有停车资源。

充分挖掘可利用的空间资源，有效增加

停车位数量，见图 2。在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可在城市居住区、绿地、学校、广场等

修建立体或地下停车设施；合理利用闲置、

未开发或待建空地及拆除违章建筑用地设置

临时停车场；充分利用城市立交桥下空间设

置临时停车位；进行绿地改造时优先考虑在

地下设置停车位，在形成良好城市绿色环境

的同时，可有效增加停车位数量。

3）加强停车交通组织与诱导。

完善的停车交通组织与诱导可以提高停

车场内部和周边的交通运行效率，提高停车

资源利用率，在一定意义上增加有效停车位

供给。在停车场内，应合理组织车辆驶入、

停放、驶离停车场的路径，减少与对向车辆

的冲突；在停车场外，应统筹考虑停车场外

围道路条件、交通条件，合理设置停车场进

出口的位置和交通渠化形式等。此外，应加

强停车标志和标线设计与设置，以易读性、

易识别、易理解为设计原则，对其进行精细

化分级诱导，通过停车交通诱导显示屏、广

播、互联网、手机通讯等方式，针对不同停

车需求群体设计诱导信息内容。

4）合理运用停车管理政策措施。

停车管理政策措施对于调节停车时间和

空间资源具有重要作用，是有效增加停车位

的重要手段之一。例如采取错时停车政策，

根据城市居民出行的时间差异，合理调整车

辆停放时间；在不妨碍社会单位正常工作的

前提下，允许周边车辆在单位内部停放；通

过经济手段采取差别化停车收费策略，调节

社会公众的停车行为，削减停车需求等。

33..55..33 调整城市交通结构调整城市交通结构

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加快公交专用车道

的设置，逐步实现网络化；加强对公交专用

车道使用的监管，在公共汽车、道路交叉口

和路段设置监测记录装置，加强对违章占用

公交专用车道车辆的查处；合理优化公共交

通线路，提高车站覆盖率，提高公共交通准

点率、舒适度和吸引力；完善人行道、非机

动车道、行人过街设施，提高绿色交通出行

比例。同时，采取交通需求管理措施，提高

小汽车使用成本，合理引导小汽车出行与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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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抑制小汽车停车需求。

33..55..44 建立停车位电子档案库建立停车位电子档案库

中国尚未有城市建立完善的停车位电子

档案库，城市停车设施类型、数量、分布等

信息收集方法尚不完善。建议分步骤、分阶

段，联合城市停车相关管理部门，从城市停

车位资源排查摸底做起，逐步建立并完善停

车位电子档案库，为城市交通政策的制定和

落实提供有效的数据和基础支撑。

33..66 路内停车管理战略保障机制路内停车管理战略保障机制

为了有效实施路内停车管理战略、发挥

其引导并推动城市停车管理工作的作用，需

要建立完善的部门协调机制、政府监督机制

和经费保障机制。针对中国城市停车管理模

式不统一的现状，建议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

用，明确停车相关部门职能，建立完善的城

市停车管理部门协调机制。对于停车场挪作

他用等行为，政府应加强监督，严厉打击，

形成强有力的监督机制。此外，政府需重视

城市停车问题，支持路内停车严格执法，呼

吁社会公众加强停车守法意识，加强路内停

车执法经费的保障。

44 路内停车管理战略实践路内停车管理战略实践

44..11 杭州杭州

44..11..11 实施情况实施情况

2012年，杭州市机动车保有量与停车位

的比例为100:38，路内违章停车引发的交通

拥堵现象较为突出。2013年3月28日，杭州

市在深入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根据路内停车

位设置规范，对路内停车位设置进行逐一核

实，确定了中心城区10条重点道路和城西3

条重点道路，规范路内停车标志标线，严格

整治违章停车行为，对严重违章车辆进行拖

车处罚。

对于该整治行动，杭州市已实施或计划

实施四项配套措施：

1） 大力宣传。以城西辖区的 3 条重点

道路(文一路、文二路和文三路)为例，交警

支队在道路周边设置了 22块严管提示牌(见

图 3)，并印制 2 000多份《违法停车严管告

示》进行提示。

2）充分挖掘城市停车潜力。利用重点

道路周边学校操场、公园地下以及立交桥下

空间建设公共停车场，同时拟在丰潭路—文

二西路交叉口的莲花港河停车库提供 880个

停车位。

3）科学推进交通组织。计划实施 14条

“支小路”微循环项目。

4） 推行错时停车措施。计划在 3 条重

点道路施划 100多个时段性停车位，允许夜

间(18:30—次日7:00)临时停车。

44..11..22 实施效果实施效果

杭州市实施重点道路严管措施一个月

内，城西 3条重点道路共拖拽违章停放车辆

292 辆，之后路内违章停车现象明显减少。

一方面，由于对重点道路区域内的社会公众

进行了停车守法警示，随着严管氛围的形

成，公众停车守法意识在向整个城市逐步扩

散；另一方面，配套措施的实施推进了道路

周边公共停车场的建设，居民购买停车位的

积极性也大大增加。此外，由于实施严管之

前路内可以随意停车，错时停车措施一直未

取得良好效果，实施严管措施之后，错时停

车效果显著，有效提高了严管区域内的停车

及行车秩序。

44..22 长沙长沙

44..22..11 实施情况实施情况

截至 2010 年底，长沙市机动车保有量

为 98.1万辆，停车位约为 29.5万个[8]，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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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立体停车设施 b 胡同立体停车楼

c 工地临时停车 d 拆除违章建筑改建停车场

f 结合绿地建设的停车场e 立交桥下停车

图2 利用现有资源增加停车设施

Fig.2 Increasing parking facilities using existing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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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矛盾较为突出，严重影响了城市交通正

常运行。长沙市于 2011 年 4 月至 2013 年 5

月，先后分六批次对市区 48条主要道路实

施禁停措施。具体措施为：在完善禁停路段

禁止停车标志和标线的基础上，48条主干路

全天候(24 h)禁止停车，对路内违章停车处

以抄牌、拖车等处罚，并按照违反禁令标

志、禁止标线罚款并记分。

对于该整治行动，长沙市实施了四项配

套措施：

1）提前宣传告知。市民可免费领取标

明所有禁停路段及周边停车场的地图，在实

施禁停措施前，通过网络、报刊等媒体对广

大市民进行告知宣传。

2）增加有效停车位。2011年底，长沙

市对全市 1999年以来不符合规定的配建停

车场进行清理，要求挪用停车场限期整改，

恢复停车功能，共恢复改变用途停车场停车

位5 042个。

3）征求民众对非限制路段设置路内停

车位的意见。通过开通官方微博和邮箱，接

纳公众对路段是否应该设置停车位的建议和

意见。

4）实施停车位共享措施。长沙市政府

2011年5月发布《关于开放利用社区停车场

的意见》 (长政发[2011]7号)，要求市内五区

及高新区采取多种措施，确保全市社区停车

场全面向社会开放，社区停车场包括具备开

放条件的机关、事业单位停车场等。

44..22..22 实施效果实施效果

长沙市城区 48 条主、次干路实施禁停

措施后，中心城区总体交通量减少约 4%，

因停车过程带来的冲突减少，道路交通秩序

也得到改善。由于中心城区停车不方便，市

民对发展公共交通、步行与自行车交通的呼

声更加强烈，有效促进了绿色交通出行文化

和习惯的养成。禁停措施的社会效果也较为

突出：1)打破了一味供给的常规思路，反其

道而行之，在中心城区实行停车供给小于停

车需求策略，并加以严管，部分商家迫于停

车不便，自动迁出严管区域，对于有效调整

城市用地发展格局、优化城市空间布局起到

一定的推动作用；2)由于路内停车受到限

制，通过鼓励社会停车场对外开放并征收停

车费，能够倒逼停车建设以及产业化等源头

工作的改善，帮助政府和相关部门下定决心

促进配建标准的落实和停车产业的良性发

展；3)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违章行为一视同

仁，尤其是对公车严格执法，获得了广大群

众的理解和信任以及政府的支持和认可。

55 结语结语

城市停车问题是一项关系民生的社会问

题，与社会公众的工作、生活密切相关。停

车问题涉及多个政府相关部门，需要多部门

协作才可以逐步缓解停车难现象。引导式路

内停车管理战略从公安交通管理的角度出发

探讨城市停车问题，从长远发展来看，一方

面，需要社会高度关注，加强城市停车问题

研究，促进政府制定行之有效的城市停车发

展方针；另一方面，需要政府部门之间加强

协作，建立社会统筹管理机制，依靠全社会

的力量共同应对城市停车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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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杭州市重点道路违章停车警示牌

Fig.3 Warning sign of illegal parking on main roads

in H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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