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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车指几个具有相同或者可以顺路经过

目的地的人同乘一辆车的行为。拼车相对个

人驾车出行承载率更高，有助于促进节能减

排、保护环境，同时缓解日益严重的交通拥

堵问题，是实现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

策的必然要求。然而，拼车不仅需要硬件环

境(市民、相关机构等)的支持，也需要软件

环境(法律法规、保险条例等)的依托，具有

一定的难度和复杂性，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本研究以社区拼车为切入点，通过文献梳理

和问卷调查、访谈，以及一系列定性、定量

分析，在了解中国拼车发展水平和成效的同

时，深入剖析西安市民拼车现状，从而探索

符合市场运行规律、符合市民出行特点、反

映市民出行需求的社区拼车发展策略。

11 中国拼车发展历程回顾中国拼车发展历程回顾

中国的拼车发展历程最早可追溯至20世

纪 90年代，以青岛市实施出租汽车拼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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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伴随西安市私人小汽车保有量迅速增长，城市交通拥堵状况不断加剧，社区拼车模式成为缓

解交通拥堵的有效措施之一。通过分析总结国内外拼车发展经验，采用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对西

安市拼车现状和发展问题进行解析。针对现状问题，提出社区拼车的实施策略：第一，成立社区拼

车机构，通过拼车服务平台、社区拼车站点和社区拼车标志等措施管理拼车出行；第二，提供安全

保障措施，通过设立实名认证体系、签订社区拼车协议、增加险种等措施保障拼车安全；第三，寻

求政策支持，建议通过赋予多人乘坐的拼车车辆道路优先使用权、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使拼车合法

化、提供停车优惠政策等措施鼓励市民拼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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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端。具体而言，可分为以下3个阶段。

1）起步阶段(1991—2000年)

这一阶段拼车发展的标志性事件即1991

年青岛市出台出租汽车拼车的相关规定，

“在乘客顺路或绕道不超过 2 km，并征得先

上车乘客同意后允许出租汽车拼客”[1]。该

规定是解决城市居民通勤高峰时段打车难、

提高市民出行效率的一次可贵尝试。然而，

这一规定至今未获得市民的广泛认可，处于

尴尬境地。

1993年，长春市也出台类似规定，鼓励

出租汽车拼车，但要对第一乘客收取计价器

显示金额 80%的费用，第二乘客 60%的费

用 [2]。出租汽车拼车虽然得到政策支持，但

是并没有长期执行。

2）探索阶段(2001—2010年)

这一阶段实施拼车探索的城市较多，主

要有上海、广州、南京、北京、杭州、武

汉、重庆等(见表 1)。其中，北京、杭州等

城市均出台政策明确支持出租汽车拼车，绍

兴、南京、杭州、武汉等实施过私人小汽车

拼车，杭州和武汉则进行了社区拼车的探索

与实践。同时期，中国出现了第一家拼车公

司——惬意拼车公司、第一个拼车组织——

拼车俱乐部。然而，除上海、广州、北京等

地拼车实践运转正常外，其他城市的实践效

果均不理想，尽管如此，这些城市的拼车探

索对中国其他城市的拼车尝试具有一定的借

鉴意义。

3）快速发展阶段(2011年至今)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网络、移动终

端的普及，拼车发展的范围已扩展至全国，

拼车呈现出以网络平台为主要媒介、以私人

小汽车拼车为主的特点(见表 2)。市民通过

网络平台实现拼车的便捷化。个别城市(如

北京市、杭州市、济南市)还对拼车费用、

发票等问题进行规范。然而，由于缺乏对拼

车合法性的界定，拼车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仍

处于一种尴尬境地。

综上所述，拼车从 1991 年发展至今经

历了起步、探索和快速发展阶段。拼车公

司、拼车俱乐部、拼车网站的逐步兴起推动

了拼车发展，移动终端的普及使网络平台逐

渐成为拼车的主要信息载体。然而从中国各

地的拼车实践来看，拼车发展一直缺少法律

支持。2014年《北京市小客车合乘出行的意

见》的发布是私人小汽车拼车合法化的开

端。然而，中国的拼车发展尚未成熟，离绿

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目标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

22 国外拼车发展实践与启示国外拼车发展实践与启示

国外拼车行为最早出现在 20世纪 60年

表1 2001—2010年中国拼车发展概况

Tab.1 Carpool development in China from 2001 to 2010

年份

2002

2004

2005

2006

2006

2007

2008

2009

2009

2010

城市

上海

上海

广州

绍兴

哈尔滨

南京

北京

杭州

武汉

重庆

组织者

“的姐”匡宁

市民

车行网

市民

市民

市民

市民

市政府

常青花园新区
管理委员会

出租汽车公司

类型

出租汽车

以出租汽车、私
人小汽车为主

私人小汽车

以出租汽车、私
人小汽车为主

以出租汽车为主

以私人小汽车为主

私人小汽车

私人小汽车

私人小汽车

出租汽车

说明

最初为出租汽车拼客，于2002年成立中国第一家拼车公司
——惬意拼车公司[3]

市民自发组织，以网络为媒介，成立中国第一个拼车组织
——拼车俱乐部[4]

广州市民通过中国第一家搭顺风车的专业门户网站车行网进
行拼车[5]

成立浙江省首家拼车服务公司，得到当地工商部门认可[6]

成立拼车公司，与出租汽车公司合作，将乘客出行目的地、
出行时间设计成一条线路组织拼车[7]

成立拼车交友俱乐部，不提倡向搭车人收取费用，而是鼓励
参与者先做朋友后搭车[8]

为了给北京奥运会提供一个和谐的交通环境，市交通管理局
鼓励私人小汽车拼车[9]

规定拼客必须在市运输管理局登记备案并签订相关协议，避
免发生事故时产生法律纠纷[10]

社区管委会负责管理，采取签订倡议书、设立社区合乘点、
发放车贴等措施保障实施[11]

在出租汽车挡风玻璃右侧安装LED显示屏，显示行驶路线、
目的地，方便市民拼车[1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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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石油危机期间。为了缩减消费，美国、

英国等城镇居民纷纷自发组织私人小汽车共

乘(carpool)。20世纪七八十年代，欧洲一些

国家也在探索和实施共用小汽车模式 [18-19]。

如今，拼车在美国、韩国、日本、加拿大、

德国等发达国家较为盛行。

1）美国：HOV车道保障拼车出行。

美国是世界上汽车拥有量最多的国家，

为了缓解道路交通压力、减轻私人小汽车主

养车压力，政府鼓励拼车。美国很多道路最

左侧的车道是专门为拼车出行开放的快速车

道，道路中有一个菱形标志，并且有

“HOV” (High Occupancy Vehicle)字样，即

高承载率车辆。某些 HOV 车道为限时管

理，例如在旧金山、洛杉矶等大城市，HOV

时段内，不允许只承载驾驶人一人的汽车通

行；单人驾车者如进入HOV车道，将面临

巨额罚款；高承载率车辆可以无偿使用[20-21]。

2）韩国：网络平台协助拼车出行。

拼车现象在韩国十分普遍，不仅政府部

门鼓励职工拼车、提供油费补助，而且各拼

车网站和智能手机拼车软件也十分成熟。拼

车车主可以在网上发布出行线路、出行时

间、可承载人数以及行车路线等信息，拼客

则可以根据乘车地点和出行路线通过各网络

平台快速查询，寻找合适的拼车对象。

3）加拿大：汽车俱乐部引导拼车出行。

汽车俱乐部在加拿大被认为是一个可以

减少社会排斥、补充公共交通的组织。汽车

俱乐部的车辆一部分由供应商提供，一部分

由参与该俱乐部的有车族自主提供，俱乐部

成员可以预约使用车辆，仅需支付油费、管

理费、保险费等相关费用。另外，很多城市

(如多伦多)的地铁站附近建有专供汽车俱乐

部车辆使用的停车场地，该俱乐部还会提供

有折扣的停车证以鼓励市民拼车出行[22]。

4）德国：拼车管理办公室与保险法规

助出行。

德国的拼车体系较完善，在各城市都设

立了拼车管理办公室，对拼车进行规范管

理[10]。德国各大城市的大学以及大型超市附

近均设有拼车协会、拼车中心等，为拼车者

提供方便。为了保证安全、规范交通，德国

要求拼车车主及其交通工具、搭乘人必须在

相关拼车机构登记真实身份资料，若发生违

法违规行为则会受到相关法律法规的制裁[22]。

在德国，社会保险是每个公民，包括合法居

留的外国公民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在一次

性有偿搭车这一偶然合伙法律关系中，一旦发

生损害赔偿，首先考虑的是车辆责任险：驾

驶人有过错的，由驾驶人投保的责任险来承

担；而驾驶人无过错的，由事故责任方承

担。在均无过错的情况下，由搭车人自己的

社会保险来支付，但社会保险仅支付物质损

害赔偿部分，不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部分[10, 23]。

国外拼车发展实践对于缓解中国城市交

通拥堵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中国城市

可以从 4个方面建立和完善拼车系统：1)建

立拼车专用道，鼓励市民拼车出行；2)建设

拼车网络平台，使拼车方便快捷；3) 建立完

善的拼车管理系统，规范化管理拼车出行；

4)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保障拼车安全性、合

法性。

33 西安市拼车发展现状西安市拼车发展现状

20世纪 50年代以来，西安市城镇化进

程不断加快，城市规模日益扩大，市民职住

距离不断增加，通勤时间随之增加。由于公

共汽车运行速度慢、出租汽车打车难，越来

表2 2011年至今中国拼车发展概况

Tab.2 Carpool development in China from 2011

年份

2011

2012

2012

2013

2013

2014

城市

全国

北京

全国

济南

北京

北京

组织者

民间组织“春节
回家互助联盟”

市政府

“我搭车”公司

出租汽车公司

世纪城社区物业

交通部门

类型

私人小汽车

出租汽车

私人小汽车

出租汽车

私人小汽车

私人小汽车

说明

借助网络媒介解决春节回家问题[13]

以96103和96101两部叫车电话为主要媒介，交通部门和财政部门
对拼车费用、发票等问题进行规范[1]

实现私人小汽车拼车智能化，借助网络创建中国首个拼车社交平
台，并发布智能手机应用版本[14]

增设拼车打印发票设备，鼓励拼车[15]

有7条拼车路线，拥有短信及微信平台，采取设置“顺风车站”、
签署搭乘协议等措施保障拼车出行[16]

发布《北京市小客车合乘出行的意见》，市民拼车不再违法[17]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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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多的居民选择私人小汽车出行。近年来，

西安市私人小汽车保有量迅速增加，从2005

年 26.33 万辆增至 2012 年 139.96 万辆 (见

图1)。而城市道路的建设却远未赶上私人小

汽车数量的增加，导致通勤高峰时段城市道

路拥堵状况日趋严重。拼车虽然在近期对于

道路拥堵的影响甚微，但是就长期发展来

看，拼车对于缓解城市交通拥堵问题具有正

外部性。再加上雾霾天气的影响，在室外逗

留过多的时间会影响居民身体健康，拼车出

行多是居民事先约定时间和地点，可以避免

乘坐公共汽车、出租汽车较长的室外等待时

间。此外，拼车还能将私人小汽车高昂的出

行成本分散到个人，使得拼客和车主在获得

较好出行环境的同时节约出行成本。基于以

上原因，上班族中开始出现拼车现象。

为更好地分析西安市拼车发展现状，本

文在文献整理的基础上，采用简单随机抽样

法，选取7个居住小区(未央区中登家园、文

景家园，高新区鑫宇住宅小区、枫叶新家

园，长安区盛世长安、雅居乐花园、圣合家

园)以及西安市交通局、车辆管理单位、居

委会等部门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见图 2)。

调查共发放问卷 500份，回收有效问卷 481

份，问卷回收率为96.2%。访谈68人，其中

居民 35 人，交通局 11 人、车辆管理单位

9人、居委会13人。通过调查深入了解西安

市拼车的市场需求、平台支撑、合法性和相

关政策措施。

33..11 拼车市场需求旺盛拼车市场需求旺盛

近年来，西安市民自发组织拼车现象较

为普遍，尤其是接驳地铁和节假日出行。西

安市每年网上拼车总量呈逐年上升趋势(见

图3)。春运期间由于一票难求，各拼车网站

访问量骤增。58同城相关数据显示，2013年

1月中旬比2012年12月底访问量上升595%，

发帖量已达到每日 7万条以上[25]。寒暑假开

始和返校期间，由于行李多，公交拥挤、运

行速度慢、行驶时间长等原因，很多大学城

的学生自发组织拼车前往火车站或校区。

问卷调查数据显示，80%的受访者愿意

拼车，7%因不愿意与陌生人搭乘、担心安

全问题等因素拒绝拼车，13%持中立态度。

支持者认为拼车不仅可以节约出行成本、缓

解交通拥堵，而且可以增进邻里间的友谊。

在支持者中，高达82%的受访者只接受与朋

友、同事和邻居拼车，他们认为与熟悉的人

拼车有安全感，能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关于

拼车方式喜好的调查结果如图 4所示，受访

者最希望在居住地就近拼车。但实际上，仅

有14%的受访者参与过拼车，远低于愿意参

与拼车者的比例。可见受访者在拼车问题上

呈现意愿较高但实施率低的特点。

33..22 组织系统支撑效应初显组织系统支撑效应初显

目前西安市出租汽车公司提供拼车服

务，在不影响乘客出行路线、出行时间的情

况下，出租汽车驾驶员在征得乘客同意后可

图1 2005—2012年西安市私人小汽车保有量

Fig.1 Private car ownership in Xi'an from 2005 to 2012

资料来源：根据2007—2012年西安市统计年鉴绘制。

150

120

90

60

30

0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年份

26.33
31.49

38.08
45.23

59.68

86.74

117.49

139.96

保
有
量

/万
辆

未央区中登家园

未央区文景家园

高新区鑫宇住宅小区

高新区枫叶新家园

长安区盛世长安

长安区雅居乐花园

长安区圣合家园

西安市交通局

西安市机动车辆管理所

EE康城社区居委会

丰园社区居委会

凤栖社区居委会

绕

城

高

速

环

三

西
二 环

东

三

环

速

高

城

绕

图2 调查区域分布

Fig.2 Distribution of survey area
68



西西
安安
市市
社社
区区
拼拼
车车
常常
态态
化化
发发
展展
策策
略略

张张
璇璇

朱朱
菁菁

董董
欣欣

以进行拼车，拼车费用经驾驶员和乘客协商

后决定。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智能手机

的普及，拼车平台不仅仅局限于实体机构

(出租汽车公司)，利用网络拼车更受欢迎。

网络拼车平台包括社交网络(QQ、微博、人

人、微信等)、专业拼车网站(西安拼车网、

巧拼车网等)、综合生活服务类网站(赶集

网、同程网等)以及手机软件(PickRide、拼

啦、微拼车、AA拼车等)，各类拼车平台的

优缺点见表3。

网络拼车平台的出现为拼车提供了便

利。参与过拼车的受访者中有79%采用过网

络或拼车软件进行拼车；他们认为网络拼车

范围广而且没有烦琐的拼车程序，拼车便捷

且成功率高。而对于出租汽车拼车服务，

86%的受访者表示不知道该项服务，可见拼

车实体机构知名度较低，参与人数少。整体

而言，网络拼车平台以其庞大的信息量、广

泛的服务人群，赢得了相对较高的拼车成功

率，但也存在着缺乏安全保障、乱收费等现

象，“黑车”亦无法避免；出租汽车拼车虽

然相对安全，但是知名度较低，而且存在绕

路、“被拼”现象，拼车成功率低。

33..33 拼车合法性依据不足拼车合法性依据不足

拼车分为无偿拼车和有偿拼车。有偿拼

车指私人小汽车车主在无营运许可证的情况

下向拼客收取一定费用。中国现行的道路运

输条例规定，未取得营运许可证的车辆禁止

从事营利运输。因此，营利性私人小汽车拼

车行为属于“黑车”，是违法行为 [27]。近年

来，西安市火车站附近出现了大量非法营运

的私人小汽车，车主乱叫价、不打表收费的

情况十分普遍，“被拼”、拒载时有发生。另

外，随着地铁 2号线的开通，市民短距离换

乘需求猛增，地铁出入口处也随之出现了很

多“黑车”。虽然市交通局对此进行过整

治，但是非法营运行为仍屡禁不止。由此可

见，“黑车”营运虽是违法行为，却满足了

市民拼车的需求，即花更少的钱享受方便、

快捷、舒适的出行服务。为此，政府相关部

门应制定相应政策解决拼车合法性不足问

题，以满足市民拼车出行的需求。

33..44 政府出台鼓励政策政府出台鼓励政策

西安市政府已出台利于拼车的政策措

施，引导市民在部分城市路段合乘出行。为

缓解钟楼环岛的交通压力，自2003年6月26

日开始，西安市钟楼至西大街竹笆市由西向

东路段仅允许公共汽车通行，其他社会车辆

需绕行。但是，随着机动车保有量的不断增

加，西大街路段交通量增大，竹笆市的分流

能力已不能承受车流的压力，因此 2012年

10月中旬，该路段的限行规定调整为允许乘

坐3人或3人以上的任何车辆由西向东通行[28]。

虽然没有明确为拼车专用道，但该路段的性

质却与国外的拼车专用道性质相似。

44 西安市拼车发展存在的问题西安市拼车发展存在的问题

44..11 缺少实体服务机构缺少实体服务机构

由于政策限制，私营拼车实体机构长期

经营受阻。有拼车需求的车主和拼客在拼车

成功后，下次拼车时往往不再借助私营拼车

机构，而是车主与拼客直接联系。因此，私

图3 2007—2012年西安市网上拼车总量

Fig.3 Total online carpool trips in Xi'an from 2007 to 2012

资料来源：文献[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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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车平台

实体机构

社交网络

专业拼车网
站、综合生活
服务类网站

手机软件

优点

信息来源可靠；相对安全

信息真实性高；参与人数多，信息量大

服务种类多，范围大，受众广；
信息人性化，对拼车车型、途经地点、到
达时间等有详细阐述

信息时效性高；
能够搜索附近拼车用户，随时随地拼车；
有详细的拼车信息(如手机号码、真实头
像、车辆品牌、款式、车牌号、颜色等)；
提供短信及拨号服务，信息真实可靠

缺点

存在绕路、乱收费现象；知名度较低，参与人数少

没有安全保障；
存在乱收费现象；
无法辨别虚假信息；
无法避免“黑车”1)

部分专业拼车网站知名度不高，宣传不足；
拼车作为子栏目，无法得到重视(综合生活服务类网站)；
没有安全保障；
存在乱收费现象；
无法避免“黑车”1)

知名度不高，宣传不足；
使用相应软件的人群不多，导致成功率低；
没有安全保障；
存在乱收费现象；
无法避免“黑车”1)

表3 各类拼车平台的优缺点

Tab.3 Pros and cons of different carpool platforms

1）按照现行相关法律规定，凡是无运营许可证的车辆驾驶人，向非特定的公众提供客运服务，收取相关费用的车辆
均为“黑车”[26]。

营拼车机构长期经营可能会出现较大困难。

西安市仅有出租汽车公司提供拼车服务，出

租汽车拼车过程中绕路现象十分普遍，“被

拼”和乱收费的情况让乘客很不满意，纠纷

时有发生，乘客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由

于西安市尚无政府支持的专门拼车服务机

构，拼车只是市民的自发行为，加之其市场

运营得不到统一监管，因而实体拼车服务机

构目前仍处于缺位状态。

44..22 拼车安全无法保障拼车安全无法保障

网络拼车的比例虽高于其他拼车方式，

但是网络拼车信息真实性得不到保证。一是

拼客与车主不能确定双方信息的真实性以及

拼车的动机；二是拼客也不了解车主的开车

技术，乘车安全感低；三是拼车过程中有乘

坐“黑车”的风险，拼客的个人利益和人身

财产安全难以得到保障。

44..33 事故纠纷难以解决事故纠纷难以解决

拼车过程中可能会发生意外事故，事故

责任方确定尚无明确法规规定。中国交通法

规及保险条例并不完善，对于由车主过失造

成事故对拼客的赔偿问题以及车主无过失情

况下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第三方损害时拼客是

否要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均无法可依，事故

纠纷难以避免[29]。另外，在中国现行的车辆

保险体系中，保险公司按照营运车辆和非营

运车辆进行区分，私人汽车是以非营运车辆

投保[30]，不能像出租汽车等营利车辆一样购

买旅客的意外伤害险，即保险公司没有向拼

客提供相关的拼车险种，拼客即使有购险意

愿，也无法买到相关保险以保证在拼车过程

中发生意外事故时可以获得保险公司理赔。

44..44 有偿拼车无法可依有偿拼车无法可依

私人小汽车拼车时，车主向拼客收取一

定的费用也在情理之中，但是拼车极易与

“黑车”混淆。进行有偿拼车的私人小汽车

没有营运许可证，车主并非出于营利目的，

以营运为职业[31]；其次，车主只是向拼客收

取部分车辆损耗费、过路费、燃油费等汽车

运行成本费用，车主收费这一行为不具有赢

利性[27]。然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运输条例》第 64条规定，“未取得道路运输

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由县

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停止经营，并

根据情况处以没收违法所得、罚款、追究刑

事责任。”[27]因此，私人小汽车有偿拼车符

合情理却无法可依。

55 西安市社区拼车策略建议西安市社区拼车策略建议

针对西安市的交通现状以及居民出行需

求，从组织机构、安全保障、政策法规 3个

层面提出相应策略以实现西安市社区拼车的

常态化。其中，组织机构是社区拼车的有效

支撑，安全保障和政策法规是社区拼车的坚

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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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1 成立拼车组织机构成立拼车组织机构

成立拼车管理委员会作为社区拼车服务

机构，是实现社区拼车的有效支撑。建议由

居委会和物业公司双方协商成立，共同管

理，负责社区拼车的日常实施以及拼车秩序

的维护。拼车管理委员会可在每个居住小区

设立办事处，采取开通拼车服务平台、设立

社区拼车站点和制作社区拼车标志等措施为

社区居民拼车提供服务。

1）开通拼车服务平台。

社区服务平台包括网上服务平台、短信

服务平台。网上服务平台可以依附于相关网

站，如居民使用较多的西安市公交网，或同

程网、赶集网等。通过在相关网站上设立社

区拼车模块，居民可以搜索相关信息，联系

车主或拼客，实现社区拼车；短信服务平台

则类似于 10086的服务平台，居民可以通过

编辑相应短信(如“JQPC”)到短信服务平

台，通过服务平台进行智能匹配，从而寻找

有拼车需求的居民，实现社区拼车。

2）设立社区拼车站点。

建议在各居住小区主要出入口设立社区

拼车站点，有拼车需求的居民可按照约定时

间到站点等待拼车出行。城市新建居住小区

在规划时，可考虑在小区出入口附近预留相

应的拼车站点用地。拼车管理委员会的工作

人员需在上班高峰期到站点维持拼车秩序，

如遇到意外事件可帮助协调解决，以实现社

区拼车的有序化、高效化。

3）制作社区拼车标志。

由拼车管理委员会设计拼车标志，作为

参与拼车车辆的车贴，所有愿意拼车的车主

需将此标志贴于车辆上。这样既方便拼客辨

认拼车车辆，也便于城市交通执法部门将其

与“黑车”进行区分，从而实现拼车管理的

规范化。

55..22 提供安全保障措施提供安全保障措施

拼车安全一直是市民最关注的问题，因

此，提供安全保障措施是拼车顺利实施的基

础。拼车管理委员会可通过设立实名认证体

系、与保险公司协商为拼车车主提供优惠保

险、请小区居民签订社区拼车协议等措施来

保障社区居民的拼车安全。

1）设立实名认证体系。

凡参与社区拼车的居民需要事先到拼车

管理委员会录入真实信息，包括姓名、身份

证号、联系方式、驾驶证号、汽车车牌号以

及汽车型号等。参与者还需要登记出行时

间、出行路线、可搭载拼客数量等出行信

息，以便工作人员对社区拼车进行管理和

调配。

2）增加拼车相关险种。

为保障拼车双方的人身安全、避免发生

事故时产生纠纷，保险公司应将私人小汽车

按是否参与拼车进行划分，改变其单纯以非

营运车辆参险的形式。拼车管理委员会应主

动与保险公司协商，为保险公司提供拼车险

种的相关建议，帮助其增加有关拼车的险

种，以避免发生意外事故时的赔偿纠纷问题。

3）签订社区拼车协议。

为保障社区拼车顺利进行，拼车管理委

员会可聘请法律专家，按照法律规定制定拼

车协议，要求参与者在进行实名认证后签订

协议。协议应包括：拼客需要根据出行距离

给予车主一定的出行成本费用，除此之外，

车主不得向拼客收取任何额外费用；车主要

保障车况良好，开车时遵守交通秩序，避免

违法行为造成时间、金钱损失；双方购买保

险，发生交通事故时可以由保险公司理赔。

55..33 优化拼车政策法规优化拼车政策法规

优化拼车相关政策法规是社区拼车可持

续发展的基础和保障，社区拼车的顺利实施

不仅需要拼车管理委员会的管理，还需要相

关政策法规的支持，如开放公交专用车道给

多人乘坐的拼车车辆、完善拼车法律法规、

提供停车优惠政策等。

1）赋予拼车车辆道路优先使用权。

道路管理部门可设立拼车专用道或开放

公交专用车道给拼车车辆，给予多人乘坐的

拼车车辆与公共汽车同等的道路优先使用

权，鼓励社区拼车。

2）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相关部门可以通过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

来规范拼车行为，严格界定拼车行为并使其

区别于“黑车”，同时需要通过一定的奖惩

措施保障社区拼车顺利运行，从而保障拼车

的可持续发展。

3）提供停车优惠政策。

在政府的支持下，可通过一定的政策倾

斜引导西安市各停车场支持拼车出行，为参

与拼车出行的车主提供停车优惠(如一定时

段内免费停车、打折停车、提供停车优惠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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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各机关单位也可为社区拼车车辆提供

停车位，以此鼓励市民拼车出行。

66 结语结语

社区拼车作为一种经济环保的出行方

式，是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的

必然要求。社区拼车不仅节约出行时间、缓

解拥堵、节能环保，而且促进邻里和睦，具

有一定的社会效益[32]。社区拼车的实现需要

多方机构的共同努力，可从社区拼车管理、

安全保障、政策法规等层面做起。社区拼车

常态化是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

展的必然要求。在中国城市规模日益扩大的

背景下，社区拼车的实现必将发挥巨大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城市未来的可持续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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