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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对居住区停车供需矛盾日益突出，上海市近年修订、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标准和指导意见，

在停车规划、建设及管理方面进行探索。首先分析上海市中心城老旧小区停车难的主要原因，即小

客车快速增长、停车历史配建不足、车辆随意停放且小区内部空间有限。为缓解居住区停车矛盾，

上海市坚持区域差别化发展理念、动态调整居住区停车配建标准，在加强停车配建审核管理、鼓励

小区内部挖潜扩容、推进停车错时共享、利用互联网+探索共享新模式、完善夜间道路临时停车管

理机制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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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ing Comprehensive Measures to Relieve Parking Contradictions in Shanghai Residential 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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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face of increasingly parking contradiction between demand and supply in residential areas,

Shanghai has revised and issued a series of related standards and guidelines to make efforts in parking plan-

ning,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firstly analyzes the main reasons of parking

difficulty in old residential areas of Shanghai central districts, including, rapid growth of cars ownership,

inadequate parking spaces and unregulated parking. In order to relieve the parking contradiction in residen-

tial areas, Shanghai adheres to support the concept of region-based parking differentiation, dynamical ad-

justment in parking standard and strengthening parking facilities audit management, encouraging capacity

expansion inside communities, advancing parking sharing in anachronism, sharing new modes with Inter-

net+ Exploration and improving temporary on-street parking management mechanism at 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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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小汽车快速增长和居住区停车位历

史配建不足导致上海市居住区停车供需矛盾

日益突出，中心城老旧小区停车难问题尤为

严重，这已成为影响居住区环境以及居民生

活质量的重要因素。针对这一问题，近年来

上海市不断加大停车规划、建设、管理力

度，修订了《建筑工程交通设计及停车库

(场)设置标准》 (DG/TJ 08-7—2014)、《上海

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出台了《关于进一

步加强本市停车规划、建设和管理的若干意

见》、《关于进一步完善本市建设工程配建机

动车停车场(库)行政审批管理机制的通知》、

《管理规约》等，在调整规划停车指标、鼓

励内部挖潜改建停车位、加强周边停车资源

共享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

11 现状主要矛盾现状主要矛盾

11..11 小客车快速增长小客车快速增长，，居住区停车位总居住区停车位总

体供不应求体供不应求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上海市小客车迅

猛增长。截至 2014年末，上海市小客车总

量为 319万辆，其中注册小客车总量为 219

万辆，常驻上海的外省市号牌小客车 1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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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全市小客车千人拥有率为 132辆，中心

城小客车千人拥有率为 132辆，远郊新城小

客车平均千人拥有率达160辆(见图1)[1]。

机动车快速增长导致停车供需缺口不断

扩大。根据上海市第五次综合交通调查结

果，2014年末全市居住停车位(配建停车位)

供应总量179万个(见表1)，占停车位总量的

68%。但与此相对照的是，由于近 90%的车

辆夜间停放在居住区(除了部分停放在单位

或临时借用非居住类建筑停车)，全市居住

区夜间停车需求达 290 万个，缺口达 38%。

中心城居住区停车矛盾尤为突出，与 2009

年相比，呈现进一步扩大态势。居住区停车

位缺口比例由 2009 年 37%扩大至 2014 年

52%(见表2)[1]。

11..22 历史配建不足是停车矛盾主因历史配建不足是停车矛盾主因，，中中

心城老旧小区尤为突出心城老旧小区尤为突出

居住停车历史配建不足，停车供应先天

不足是造成停车供需矛盾的主因。20世纪建

造的居住小区，户均停车位配比普遍在10%

以下，或几乎没有配建车位，导致停车难问

题相当突出。2000年以后建成的小区，虽然

配建水平有所提高，但仍然落后于中心城机

动车的增长水平。由于老旧小区主要集中在

中心城特别是中心区，这一地区的停车供需

矛盾更为显著。

以户均面积小于 90 m2的居住小区调查

结果为例，中心区范围内的平均配建水平为

0.04个·户-1(见表3)，远低于实际夜间停车吸

引率及上海市2006年配建停车标准[1]。

11..33 小区内车辆随意停放现象严重小区内车辆随意停放现象严重，，且且

内部空间日益有限内部空间日益有限

由于配建车位严重不足，目前解决居住

区配建停车位缺口的方式主要是占用小区内

部道路、临时闲置用地、内部绿化带等，占

总量的70%。这给居住区的环境和正常生活

带来了较大的影响，甚至影响到消防、救护

等车辆的通行，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另外，

由于车辆不断增长和居住区内部空间逐渐饱

和，车辆夜间停放至周边人行道、机动车道

的数量和比例比三年前明显增加(见图2)[1]。

22 综合施策缓解居住区停车难的总体综合施策缓解居住区停车难的总体

思路思路

根据《上海市交通发展白皮书》 (2013

版)[2]，上海市停车管理的总体策略是：通过

实施差别化的停车供给、收费和管理政策，

引导小客车合理使用，促进动态交通与静态

交通协调发展。就缓解居住区停车难问题提

出四个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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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上海市各区域小客车千人拥有率

Fig.1 Ownership rate per one thousand persons

in each region of Shanghai

资料来源：文献[1]。

区域

中心城

郊区

全市合计

需求/万个

133

157

290

停车配建总量/万个

64

115

179

缺口/万个

69

42

111

缺口比例/%

52

27

38

表1 2014年上海市居住停车供需情况

Tab.1 Parking demand and supply in Shanghai residential areas in 2004

资料来源：文献[1]。

类别

夜间停车需求/万个

配建停车位/万个

车位缺口比例/%

2009年

74.3

47.1

37

2014年

133.0

64.0

52

增长比例/%

79

36

41

表2 中心城居住区停车供需变化

Tab.2 Change of parking demand and supply in residential areas

of Shanghai central district

资料来源：文献[1]。

区域

中心区

外围区

郊区

全市平均

平均配建水平/
(个·户-1)

0.04

0.09

0.17

0.10

实际吸引率/
(辆·户-1)

0.12

0.21

0.26

0.20

2006年配建标准/
(个·户-1)

0.3

0.4

0.5

表3 上海市户均面积小于90 m2居住小区配建及吸引率

Tab.3 Parking facilities and attraction rate of residential communities

with a less than 90 m2 average residential area in Shanghai

资料来源：文献[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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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坚持规划先行和适度供给相结合。

进一步加强规划统筹，通过科学规划强

化目标导向，对上海市的居住小区按区域和

类别分别进行停车规划，进一步强化交通需

求管理，按照不同区域的功能要求和上海市

综合交通发展策略，通过适度供给，有效缓

解居住小区的基本停车需求矛盾[3]。

2）坚持政府调控和小区自治相结合。

对小区停车设施的建设管理要坚持政府

统筹调控，同时通过政策、法规鼓励小区业

委会和物业采取各类措施积极参与小区停车

设施的开发、建设、扩容和管理，通过机制

破解小区停车难问题。

3）坚持节约集约和科技创新相结合。

在停车规划指导下，综合利用本市土地

资源，挖潜现有资源，鼓励小区开发利用地

下空间建设停车设施；依靠科技创新，加大

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的应用力度，建设

占地少、利用率高的机械式立体停车设施。

4）坚持“新账不再欠，老账逐步还”。

针对新建小区和老旧小区分别采取不同

的应对策略。对新建居住小区，在调整配建

指标的基础上，严格加强配建标准审核及竣

工验收审查，积极提高新建住宅停车配建水

平，力争“新账不再欠”。而对矛盾突出的老

旧小区，通过规范内部停车、鼓励居住区合

理挖潜扩容、推进错时共享等举措逐步缓解[4]。

33 近年探索与实践近年探索与实践

33..11 体现区域差别体现区域差别，，调整居住配建停车调整居住配建停车

标准标准

2014年上海市交通主管部门在近两三年

研究的基础上，修订完成了《建筑工程交通

设计及停车库(场)设置标准》 (DG/TJ 08-7—

2014)，对上海市新建、改扩建建设项目的

配建机动车停车设施标准进行较大调整，主

要表现在两方面[5]：

1）贯彻区域差别化原则。根据地理位

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将上海市划分

为三类区域：一类区域为内环线内区域(包

含中央商务区、市级中心)，市级副中心，

世博会地区；二类区域为内外环间区域(除

一类区域外)，郊区新城，虹桥商务区、国

际旅游度假区；三类为外环外区域(除一类

和二类区域)(见图 3)。结合上海市区域差别

化的交通政策，停车配建指标要求逐渐提高。

2）根据不同区域住宅类型，重点提高

2011 3 80 4 8 5

101147052014

200 40 60 80 100
解决方式比例/%

内部道路 绿化带 周边人行道 周边机动车道闲置用地

年
份

图2 上海市解决居住区配建停车位缺口的主要方式

Fig.2 Main strategies to solve parking space deficiency

in Shanghai residential areas

资料来源：文献[1]。

图3 上海市停车配建标准区域划分

Fig.3 Division of parking construction standard area in Shanghai

资料来源：文献[5]。

一类区
(市级中心，城市副中心)
一类区(内环内)

二类区
三类区

表4 上海市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住宅)

Tab.4 Parking construction indices (residence) of motor vehicles

in Shanghai

住宅类型

商品房、动
迁安置房

经济适用房

公共租赁房(成套小户型住宅)

户均建筑面积类别

一类(≥140 m2或别墅)

二类(90~<140 m2)

三类(<90 m2)

配建指标

一类区域

1.2

1.0

0.8

0.5

0.3

二类区域

1.4

1.1

0.9

0.6

0.4

三类区域

1.6

1.2

1.0

0.8

0.5

资料来源：文献[5]。

个·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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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房、保障性住房的停车配建指标，同时

也保证经济适用房、公共租赁房一定的配建

水平，进一步提高前瞻性，为未来发展留有

余地(见表4)。

33..22 加强配建停车审核管理加强配建停车审核管理，，有效落实有效落实

新标准新标准

过去长期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交通

主管部门未全面参与建设开发项目的前期审

批和后期竣工验收环节，造成部分项目在方

案设计和建设过程中未按有关规范配建相应

规模的停车设施，降低配建水平或者停车场

(库)的设计不完全符合使用要求。2011年上

海市交通、规划、建设、住房主管部门联合

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完善本市建设工程配建

机动车停车场(库)行政审批管理机制的通

知》，旨在加强配建停车的审核管理，2014

年上海市又出台了《配建机动车停车场(库)

审核办事指南》。这些文件进一步加强了交

通主管部门参与项目规划、建设环节的停车

管理职能，提高配建停车水平特别是居住区

配建水平。具体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明确审批权限。市交通委员会负责

市规划、建设行政管理部门以及受其委托的

市政府派出机构牵头并联征询意见的配建机

动车停车场(库)项目设计方案、设计文件审

核，并对前期已出具设计文件审核意见的项

目实施配建机动车停车场(库)竣工验收。

2）明确审批的法律效力。通过配建机

动车停车场(库)设计方案、设计文件(总体设

计和初步设计)审核，可以作为建设项目取

得设计方案或设计文件批复的必要条件之一。

3）明确审批条件。配建机动车停车场

(库)的停车位类型及数量符合相关规范、标

准要求；配建机动车停车场(库)交通设计符

合要求。机动车停车场(库)出入口、内部通

道和坡道宽度、停车方式、各类型停车位尺

寸及平面布局、主要通道的转弯半径 (内

径)、坡道纵坡及缓坡设置、净空高度等主

要设计指标以及其他相关设计应当符合相关

技术要求。

33..33 简化审批手续简化审批手续，，鼓励小区内部挖潜鼓励小区内部挖潜

扩容扩容

过去虽然不少住宅小区曾考虑利用内部

闲置地块等建设机械式停车场(库)。但由于

审批流程、资金筹措等方面的问题，操作较

为困难。因此上海市在简化审批流程方面积

极探索。例如，长安大厦建造于 20世纪 80

年代末，这里不但有商业办公楼、酒店用

房、裙楼，还有一栋居民楼，以及匹配建造

的立体停车库。近年来，停车矛盾愈加突

出，立体停车库的 120 个车位无法满足需

求，物业在院内广场挖潜辟出的 120个地面

停车位很快又出现供不应求的困境。考虑到

地面已无资源承载更多停车位，而且长安大

厦地下管线众多，不适合建造地下停车库，

机械停车库成为可行选择。在征询业主意见

获得通过、并得到长安大厦理事会批准的同

时，物业方详细了解了机械停车库建设的审

批流程，发现如果按照正常流程走下来，不

仅耗时长，项目还很有可能难产。

闸北区建交委了解情况后，以遵守现行

法律法规、解决实际困难、确保安全运行为

三条工作底线，会同规划、市容、交警、街

道等相关部门召开建设方案论证会，提出建

议、通过方案，形成会议纪要。与此同时，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由市、区特种设备监管

的技监部门实行监管并进行设备验收。走通

简易程序后，两个机械停车库从图纸变为现

实、迅速投入运行，新增的 55个停车位有

效解决了因停车位不足引发的路面违法停

车、侵占周边居住区停车位等问题。

33..44 修订相应法规修订相应法规，，促进小区自治促进小区自治，，处处

置乱停车置乱停车

上海市居住区内部停车管理面临的突出

问题是车辆乱停放，对居住区的环境和正常

生活产生较大影响，甚至影响到消防、救护

等车辆的通行，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上海市

居住区停车管理原来主要依据的地方性法规

和文件包括《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

《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区域机动车停放管理

暂行规定》等。由于这些文件均在 2004年

前后形成，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当前的居住区

停车管理要求。

2011年，上海市修订了《上海市住宅物

业管理规定》，2015市房屋管理部门出台了

《管理规约》，进一步引导物业管理通过规约

明确小区业主在停车使用方面的权利和义

务。其中针对处置小区内乱停车的主要应对

内容包括：“车辆停放不得占用、堵塞、封

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消防车通道，……

不得影响行人和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对车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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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违反本规约擅自停放经劝阻无效的，由业

主委员会或物业服务企业强制拖离，……。

业主、使用人不得在物业管理区域内属业主

共有的车位或道路上擅自设置地锁。”

政府部门希望通过完善法规，指导居住

区规范管理停车，促进内部自治，提高小区

停车设施的使用效率，改善内部整体环境。

33..55 政府部门牵头政府部门牵头，，积极推进居住区内积极推进居住区内

外停车资源共享外停车资源共享

《上海市交通发展白皮书》 (2013)提出

“建立完善停车设施共享利用的协调机制，

鼓励利用路外停车场错时停车”。《关于进一

步加强本市停车规划、建设和管理的若干意

见》也积极鼓励错时共享。近年来，市、区

交通主管部门及街道(镇)政府均在积极完善

相关协调机制。由政府相关部门搭建平台，

物业、停车企业、车主共同参与，通过规范

程序和建立保障机制，促进社会停车资源共

享，缓解老旧小区停车难，不少试点案例已

经取得成功。例如，2012年开始，塘桥街道

探索出独特停车共享(即潮汐式停车)模式，

并在辖区内实施，有效整合了停车资源，停

车难问题得以缓解。具体做法包括：

1）《公约》确定规则。潮汐式停车的原

理即，日间居民小区停车位空出来，让附近

商业办公楼的车辆分流进入；夜间商业办公

楼的空闲停车位则供给居民停放车辆。但要

长期实施，必须兼顾车主、业主、物业公司

等各方面的利益。塘桥街道利用社区共治与

居民自治相结合的机制，将居民、业委会、

物业服务企业、社区单位、商务楼、车主等

纳入社区治理和服务的体系中，通过政社合

作、政企合作、政府内部加强协商的方式，

制定了《塘桥社区“潮汐式”停车公约》。

这份《公约》的核心在于明确各方权利义

务，明确保障机制、违约责任等事宜。2012

年底，《公约》经过多次修订后定稿，得到

59个业委会全票通过。2013年上半年，参

与潮汐式停车的各单位签订协议，协议根据

不同单位自身的特点，细化了潮汐式停车的

时间、停车位数量、停车价格等细节。同

时，协议还明确了业主委员会有权决定停车

收益的最终分配。在潮汐式停车项目启动

前，居民曾经顾虑重重：外来车辆不服从管

理怎么办？小区安全谁来保障？停车费用怎

么用？在协议签订后，这些细节都一一落

实，例如停车费可纳入小区维修基金，这样

兼顾了有车与无车居民的利益。

2）持续挖掘停车位潜力。从数量上来

看，潮汐式停车点从2012年8个发展到2016

年 30个，增加的停车位接近 2 000个。在此

基础上，塘桥街道仍在不断开拓思路，尽可

能利用有限空间扩大车位供给能力。南城区

域有许多大型住宅区，它们与周边商业办公

楼签署潮汐式停车协议后，停车位仍有不小

的缺口。2012年，塘桥街道与浦东新区城市

交通运输管理署牵线搭桥，在南城区域试行

路内停车位的潮汐式停车。这项措施将路内

停车位的免费停车时间提前至 18:00，所有

参与潮汐式停车的居民可以凭证停车，只要

在隔天早上8:00前离开就不用支付停车费。

33..66 利用互联网利用互联网++，，探索共享新模式探索共享新模式

2015年以前，上海市停车错峰共享的试

点均以政府牵头搭建平台，联合居住区、停

车场管理者协作的模式为主。2016年，上海

市的互联网企业通过市场运作，自行协商车

主和停车场管理方，利用信息化手段运作，

在上海市徐汇区取得了初步成效。

在互联网公司的商谈下，位于徐汇区的

中山医院、文定生活创意园区和盛源大地等

3个公共停车场已通过互联网共享了 200个

停车位用于周边居民夜间的错峰停车。车主

通过手机应用程序(见图 4)预约包月的形式

获得 18:00—次日 8:00的停车位使用权，错

峰包月的收入由停车场物业和企业进行分

成，不仅盘活了存量停车资源，也为停车场

带来增量收益，提高了供需双方的积极性。

图4 停车共享手机应用程序

Fig.4 Apps of parking 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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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试点实施过程中发现，运用互联网可

以有效解决制约错峰停车发展的三大障碍：

1）信息发布方面，对开放错峰停车的

停车场(库)进行智能化升级，实时共享数

据，车主通过手机应用程序可以获得停车场

停车位数据，并进行预约，解决了信息不对

称的问题。

2）安全管理方面，在手机应用程序上

完成停车位预约和电子扣费后，系统会记录

电话、车牌和支付流水号这三项与车主身份

关联的信息，并且由部署在停车场的车牌识

别系统判断是否为授权车辆后，自动控制是

否开闸放行。这不仅从技术上解决了外来车

辆安全管理的问题，同时因为整个过程是自

动化的，不会给物业管理带来额外的成本，

提高了发展错峰停车的积极性。

3）解决超时停车问题方面，手机应用

程序可以通过设定超时惩罚杠杆和信用积分

这两种机制进行管理。例如，每次超时停车

会扣减车主的信用，当信用过低时，手机应

用程序会暂停车主预约错峰车位。

通过试点也可以看到，车主对手机应用

程序预约停车位和电子扣费接受度高，并且

得益于智能化控制，避免了错峰停车给物业

带来额外负担。

33..77 积极探索积极探索、、完善夜间道路临时停车完善夜间道路临时停车

管理机制管理机制

夜间道路临时停车是缓解老旧小区停车

难的重要手段之一，但也长期存在夜间管理

难、白天不驶离的难题。另外，部分区交通

管理部门、道路停车协管单位对开设、管理

夜间停车场的积极性不高。当前，仍有很多

的夜间道路停放点由于管理人员力量不足或

者收费效益不好而处于放任、失管的状态，

停放点无人管理引发停车无序，无法达到规

范车辆停放秩序的目的，也带来治安隐患。

为加强道路停车夜间管理机制，相关管理部

门积极探索新的多方协作机制。

自 2012 年，上海市公安交警部门根据

总量控制、有限供应、差别管理的原则不断

完善道路停车场设置，积极探索新举措。公

安交警部门会同交通管理部门对虹口区部分

小区开展缓解居住区停车难试点，由公安交

警设置夜间道路停车场，并对超时、超范围

停放车辆进行执法管理；由区停放协管单位

派人员管理；由小区业主委员会和物业提供

协助；由居委会、业主委员会处理与居民相

关的矛盾纠纷，并采用提前告知、将违规车

辆列入黑名单、停放协管单位与属地交警联

动等方式，落实夜间管理和停放车辆日间驶

离，获得了较好的成效。

44 结语结语

随着中国城市机动化的迅猛发展，停车

难已经逐渐成为城市交通的新焦点，通过对

上海市现有居住停车改善措施的经验总结，

可为上海市以及中国各大城市进一步完善停

车管理提供借鉴。下一步，应加强对上述各

措施实施效果的动态跟踪评估，并结合国家

相关部门新近发布的《关于加强城市停车设

施建设的指导意见》 (发改基础[2015]1788

号)、《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强城市停车设

施管理的通知》 (建城[2015]141 号)等新背

景，与时俱进，试点探索缓解居住区停车难

的新举措，逐步加强上海市乃至中国城市居

住停车规划、建设和管理，改善城市停车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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