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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老城区老旧小区停车位配建水平普遍较低，合理制定老旧小区停车发展政策与策略是缓解其

停车矛盾的根本措施。首先指出南京市老城区老旧小区普遍存在停车位缺额大、大量车辆转移停放

至小区外围道路的问题。基于数据分析不同年代建设的小区停车供需的差异化特征。通过对老城区

老旧小区停车趋势进行判断，提出综合治理、多元化、市场化的停车发展思路与策略。最后，从机

制与政策、规划与建设、运行与管理等方面提出停车发展政策建议，具体包括通过制定相关政策，

鼓励和引导小区建设和改造停车设施；引入交通影响评价制度，针对不同片区确定停车位扩容上

限；强化停车秩序管理，以价格杠杆调节停车需求等。

关键词：停车政策；老旧小区；老城区；策略；综合治理；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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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ld communities in historical districts have always suffered the issue of inadequate parking

facilities. The effective parking policies and strategies thus play a virtual role in alleviating the contradic-

tion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This paper first addresses the issue of lacking of parking spaces chal-

lenged by the old communities in Nanjing historical districts. That directly leads that a large amount of

cars have moved their parking from inside of communities to on-street outside of the communities. A data-

driven approach is adopted to obtain the prospe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demand and supply along different

periods which servers to develop the parking strategies, including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 diversify

measures, and marketization. Finally, the paper delivers a couple of suggestions, specifically, re-develop-

ment and re- construction of parking facilities, controlling the upper limit of parking expansion for each

community, strengthening parking management and offering differentiated charging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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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引言引言

随着城镇化和机动化的快速发展，城市

的小汽车拥有量及使用量迅速增加，停车矛

盾逐步凸显。近年来，居住小区基本停车位

供给不足的问题日趋严重，已引起各级政府

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老旧小区基本停车位不足的问题非常普

遍，尤其在老旧小区最为密集的老城区，停

车供需关系严重失衡。受到历史发展阶段限

制，老城区老旧小区建筑和人口密度高，内

部和周边路网容量低，存在基础设施落后、

服务配套不足、物业管理缺失、邻里关系复

杂等共性问题，小区停车矛盾往往容易导致

绿地、广场等公共空间和消防通道、市政道

路被挤占等系列情况，面向改善停车问题的

诉求很高、难度很大。本文以南京市老城区

为例，以保障老旧小区整体环境改善和停车

良性发展为目标，探讨如何看待和破解老旧

小区停车问题、如何完善老旧小区的停车发

展政策与策略。

於 昊，刘超平，杨 明
(南京市城市与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江苏南京 21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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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南京市停车问题与特征南京市停车问题与特征

11..11 停车位缺额大停车位缺额大，，停车矛盾外部化停车矛盾外部化

南京市老城区指明城墙围合的区域，面

积约 44 km2，居住人口约 158万人，是南京

市城市功能、人口规模、交通需求最集中的

地区，也是全市停车问题最严重的地区之

一。近十年，南京市老城区基本停车位缺额

从1.7万个增长至6.2万个以上。

老旧小区是指建设年代较早、配套设施

不足、配建车位水平较低的居住小区。南京

市在 1998年前执行的公安部和原建设部颁

布的《停车场规划设计规范》 (试行)，尚未

对普通住宅提出停车配建要求；1998—2003

年执行的住宅小区停车配建标准低，仅为

0.2个·户 -1；其后住宅小区的停车配建标准

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由于本文重点面向基本车位的停车政

策、策略和供需分析，因此，界定所研究的

老旧小区为 2003年前建设的居住小区。南

京市老城区老旧小区基本车位平均供给率

低，约为0.11个·户-1，而实际的夜间停车需

求达到 0.22 个·户 - 1，基本停车位缺额约为

0.11个·户 -1，缺额达 50%[1]。老旧小区内部

通道、广场、空地被各类停车位见缝插针、

充分利用，常规挖潜方式难以为继，在停车

位持续不足的情况下，老旧小区大量车辆转

移停放至小区外围道路，停车矛盾逐渐外部化。

11..22 不同年代小区停车供需差异化特征不同年代小区停车供需差异化特征

不同年代建设的小区由于设施配套和停

车位配置情况不同，停车供需也呈现差异化

特征(见表1)。

从停车设施的供给与需求来看，20世纪

80年以前建设的小区停车位供给极少，夜间

停车需求受到明显抑制，缺额约0.07个·户-1；

1980—1998年(南京市首次实施普通住宅配

建车位政策)建设的小区停车位供给约 0.10

个·户-1，基本靠挖潜提供，夜间停车需求约

0.21 个·户 - 1，停车缺额约 0.11 个·户 - 1；而

1998—2003年建设的小区停车位约 0.16个·

户 - 1，挖潜车位占 50%，夜间停车需求约

0.29个·户-1，停车缺额约0.13个·户-1。

随着时间的推移，老旧小区停车位供给

水平有所增加，但实际停车需求和缺额也在

增加。随着建筑物配建标准的提升，小区停

车位供给水平有明显提高，说明配建停车位

是影响车位供给的决定因素。但从停车需求

来看，停车位配建水平较高的新小区停车需

求也更大：与 20世纪 80年代之前的小区相

比，1998年之后的小区停车需求增长了一倍

以上；从停车缺额来看，尽管后建小区的停

车位供给水平更高，但其停车缺额也更大。

可见，低配建水平的老旧小区、加上老城区

有限的道路空间资源，实际上发挥了抑制停

车需求的作用，通过设施供给来调控停车需

求的手段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22 停车发展趋势停车发展趋势

22..11 基本特性基本特性

老城区老旧小区存在潜在的停车需求，

受物业管理水平和用地、交通资源条件的限

制，停车需求往往显著高于供应水平，引发

各种随意停车行为，这是管理缺失、错位的

必然表现。老城区老旧小区的停车现象普遍

存在如下效应和现象：

1）破窗效应。停车供需矛盾导致停车

秩序依赖于严格管理，一旦管理松懈，停车

问题必然恶化；老旧小区缺乏停车位，同时

往往又缺乏物业管理，一旦“窗破”，乱停

车现象极易蔓延；只有强化管理，才能遏制

停车问题的进一步恶化。南京市近期通过强

化管理已经取得显著成效。

建筑年代

历史建筑

1980年前建成

1980—1998年建成

1998—2003年建成

平均值

停车位供给水平/(个·户-1)

配建停车位

0.08

0.02

挖潜停车位

0.04

0.06

0.10

0.08

0.09

户均拥有

0.04

0.06

0.10

0.16

0.11

停车需求/(个·户-1)

日间需求

0.07

0.09

0.16

0.24

0.18

夜间需求

0.09

0.13

0.21

0.29

0.22

停车位缺额/
(个·户-1)

0.05

0.07

0.11

0.13

0.11

表1 南京市老城区老旧小区停车供需情况

Tab.1 Parking demand and supply in old communities of Nanjing historical districts

资料来源：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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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压差现象。不同的管理力度和管理

强度下，停车违法程度明显不同。严管街、

严管区、模范社区通过强化管理，停车环境

明显优于周边地区；反之，那些管理水平相

同或相近的小区，尽管建设年份不同、资源

条件与停车供需水平各异，但以停车供需缺

额为表征的乱停车现象差别并不显著。

3）公地悲剧。人们总是倾向于侵占不

受约束的公共空间。与新建小区相比，老旧

小区的公共空间相对狭小，更难用于停车挖

潜，因此，在同样疏于管理的条件下，老旧

小区周边的公共道路空间被侵占的现象更为

普遍。停车发展要扭转公地悲剧的命运，必

须采取符合经济规律的市场化策略和措施才

可能从根本上缓解。

持续蔓延的停车问题将可能演化为涉及

公平性、经济性的社会问题。小区内部的停

车矛盾向外部扩散，就会严重影响城市空

间、道路交通和停车的整体环境。因此，老

旧小区的停车改善关乎城市环境和交通环境

问题，需要与城市发展、交通发展整体统筹

考虑。

22..22 经验借鉴经验借鉴

日本、香港的停车发展经验具有较高的

借鉴价值。日本停车发展的核心思想是在完

备的停车政策和法规基础上，明确停车发展

权责关系和自备车位制度，对中心区、老旧

小区停车总体采取限制措施，通过实施公交

优先降低出行者对小汽车的依赖，并控制停

车位供给规模以推进交通需求调控。同时除

政府建设外，还通过简化审批手续、给予资

金和税收支持、保障民营停车场的经营和收

益、严格管控路内停车位、强化违法处罚等

措施大力促进停车产业发展和规范停车秩

序。香港采取限制型汽车化政策，坚持用者

自付原则，征收高额汽车购置税费，实施高

标准的停车费，保证停车经营者有利可图，

提高停车投资者的积极性[1]。路内停车收费

以保证路内停车位15%的空闲率为依据，实

行动态调价。

欧洲各大城市将停车需求管理作为交通

需求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伦敦、巴

黎等城市限制中心区停车，制定建筑物配建

停车标准上限，引导小汽车向外围城区转

移，小汽车形成外高内低的分布态势(见表

2)，中心区停车问题得到缓解；同时严格限

制路内停车时间，普及咪表设施，提高路内

停车位利用率。

22..33 发展趋势发展趋势

停车需求预测是一个复杂多因素影响的

过程[2]，判断停车发展趋势需要结合老城区

环境容量、交通容量、古城保护等限制要

素。南京市老城区长期坚持的绿色交通优先

和交通需求管理并重的交通政策手段，对交

通结构的优化发挥了显著作用。根据 2014

年居民出行调查显示，老城区居民出行对私

人小汽车的依赖性相比主城区低20% [1]。

尽管如此，由于老城区的城市功能和公

共服务资源等各类要素高度集聚，人口密度

超过3万人·km-2，老城区高峰时段的道路交

通网络仍然处于超负荷运行状态，且可拓展

的空间极其有限。以新街口地区(约4.3 km2)

为例，通过近 15年的加快发展，地区路网

容量仅增长约 46%，远低于同期 700%的小

汽车拥有量增长速度 [1]。由此可见，人口、

就业岗位、开发强度和密度呈圈层式特征分

布的城市，面向车本位、依靠路网和停车设

施扩容的老城区交通改善之路无法走通。

参照发达国家的经验，结合南京市老城

区容量限制、城市更新计划及现状停车供需

情况，综合判断南京市老城区小汽车发展不管

是自由增长还是适度管控(见图1)，都将超出

资源承载能力，必须继续采取严格管控措施[1]。

南京

老城区

主城区

中心城区

0.33

0.56

0.39

伦敦

中央伦敦

中心城其他

近郊区

0.54

0.83

1.22

巴黎

中心区

外围区

远郊区

0.49

0.91

1.33

东京

中心区

外围区

远郊区

0.47

0.74

0.96

纽约

中心区

外围区

远郊区

0.52

1.65

1.86

表2 南京市与国际大都市小汽车分区拥有率对比

Tab.2 Comparison on regional car ownership rate between Nanjing

and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资料来源：文献[1]。

辆·户-1

小
汽
车
拥
有
率

/(
辆
·
户

-1
)

1.0

0.9

0.8

0.7

0.6

0.5

0.4

0.3

0.2

0.1
2003 2005 2007 2009 2011 2013 2015 2017 2019 2020

年份

自由增长

严格管控

适度管控

图1 南京市老城区小汽车增长趋势预测

Fig.1 Prediction of car ownership growth for Nanjing historical distri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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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停车发展思路与原则停车发展思路与原则

33..11 发展思路发展思路

基于基本停车位的私有属性[3]，解决基

本停车位的主体责任是使用者个人，政府的

责任是制定停车发展政策和制度，引导和示

范停车设施的建设。

老旧小区停车发展思路需要在认识和实

施路径上达成共识：1)停车问题不仅是交通

问题，也是社会问题，需要纳入社会治理体

制综合解决；2)停车问题具有复杂性，需要

从政策、规划、建设、管理以及社会素质教

育等多种方式综合解决；3)停车发展不能仅

从停车自身看问题，还应与整个交通系统相

协调，老城区停车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提升

公共交通服务水平和实施需求调控策略；4)

推动停车发展主体的多元化，政府、企业、

街道社区和使用者都应积极参与停车问题治

理，发挥各自作用，停车发展必然要走市场

化道路，应努力为其发展创造基础条件。

33..22 发展路径发展路径

老旧小区停车治理应以改善停车秩序、

挖掘停车潜力、优化供给结构、动态调控需

求为基本策略。需要重点强调的是，要采取

先改善和建立秩序，后优化和调控供需关

系，最终实现结构优化、供需平衡的分步走

路径，不能片面追求一步到位。也就是说，

要先打造一个基本平衡的环境，同时强化管

理持续治理，才能逐步改善停车难问题，直

至理想的平衡环境。管理部门应主动作为，

积极引导，缓解矛盾，改善品质，推动老城

区停车问题逐步得到缓解，实现老旧小区基

本车位供需的适度平衡。

南京市老旧小区停车改善最好的切入点

是以举办青奥会为契机，在城市综合治理的

基础上，老城区面向停车治理同时实施三大

举措：1)大幅提高路内停车管理力度(对违法

停车处以罚款并扣分)；2)大幅提高路内停车

收费标准 (以日间为主，夜间收费提高有

限，基本维持原有水平)；3)面向规范秩序，

施划新增路内停车位。通过上述举措，城市

停车秩序得到明显改善，也有效地抑制了老

城区老旧小区停车需求的快速增长。

33..33 发展原则发展原则

老城区老旧小区停车发展应坚持三项基

本原则：

1）着重政策，多元参与。基本车位的

发展方向总体转向以市场为主，政府负责停

车发展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监督，为停车市场

化和产业化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引导多元主

体积极参与，鼓励市民自治和社会投资，推

动停车场建设。

2）以管为纲，建管并举。继续保持停

车管理的高压态势，以停车秩序的改善作为

推动停车矛盾改善的必要前提。

3）量布裁衣，以供定需。分析各片区

实际的配套设施、路网容量、停车供需特

征，采用量入为出、量布裁衣的停车策略，

将老旧小区停车发展措施落到实处。

44 停车发展政策与策略停车发展政策与策略

应对老旧小区停车问题的复杂性，需要

采取系统化的综合措施，从机制与政策、规划

与建设、运行与管理等多方面制定政策与策略。

44..11 鼓励挖潜鼓励挖潜，，增加供给增加供给

44..11..11 政策引导政策引导，，市民自治市民自治

鼓励有条件的老旧小区在内部空间或自

有用地上解决停车问题，实施小区自建停车

设施的鼓励政策，明确纳入《南京市鼓励公

共停车设施建设优惠政策的若干规定》 (以

下简称《优惠政策》 )[4]政策范围。依托市、

区政府的统筹指导和资金补贴，由业主大会

或其授权的业主委员会负责老旧小区内停车

挖潜改造工作的具体实施，包括建设、补

偿、收费等方案，有难度的可申请由相关政

府部门协助实施推进。小区停车位挖潜应考

虑有车和无车居民的综合利益，对于小区内

自建停车设施，需要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

其他场地用于建设、改造停车场的，应当由

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决定，并经共有部分

占总建筑面积2/3以上且占总人数2/3以上的

业主同意后，依法办理有关手续并公示。

44..11..22 放宽改造条件放宽改造条件，，简化审批程序简化审批程序

对于小区内部采用自有用地建设停车设

施项目，在方案报批时，可直接审核单体建

筑物方案，不必强制重新审核小区总平面方

案。对于小区内部采用自有用地建设停车设

施项目，不需要办理房屋产权的，可以视为

构筑物，不纳入容积率计算范围，用地性质

不做调整；需要办理房屋产权的，以协议出

让方式供地。老旧小区可结合人防工程、绿

地、广场、边角地、地面停车场、简易或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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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建筑物等建设或改造增加停车设施。

以樱驼花园小区为例，该小区建于 20

世纪 90年代，有 1 600余户居民。小区原有

120 个路内停车位，即使在工作日上班时

间，小区周边道路仍停放大量小汽车，停车

供需矛盾大。为解决小区停车难问题，南京

市人防办和金陵石化公司利用小区公共广场

地下空间合建了地下停车场，开挖两层，面

积达 1.4 万 m2，总投资 7 600 万元，可提供

403个小汽车停车位。而停车场上面的广场

被重新覆绿，打造成一个小花园，有草坪、

绿树、亭子、休闲步道等(见图 2)。改造项

目较好地解决了该小区停车矛盾突出和保障

居民休憩公共空间的问题。

44..11..33 厘清产权归属厘清产权归属，，推动建设意愿推动建设意愿

逐步厘清小区内停车位产权归属问题，

明确受益和权责主体。业主或建设单位对其

专有的停车位(库)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

处分的权利。利用业主共有的场地新建或改

造停车位(库)，可以通过BOT(Build-Operate-

Transfer)、租赁、合作经营等方式引入其他

投资主体进行建设，由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大

会授权的业主委员会决定具体事项，但停车

位(库)不得向本小区以外的业主出售。

44..22 规划先行规划先行，，政策保障政策保障

44..22..11 推进停车设施建设推进停车设施建设，，鼓励服务老鼓励服务老

旧小区旧小区

对于停车矛盾较大而内部挖潜空间不足

的小区，鼓励在小区周边建设路外停车设施

为小区提供服务，小区居民可享受路外公共

停车设施的优惠政策。对于老城区城中村、

危旧房的改造，5 000 m2以下的地块优先用

于公共停车设施建设，5 000 m2以上的地块

应同步考虑停车改善方案，同步规划、同步

建设，鼓励代建停车设施，必要时可在项目规

划条件中做出要求。鉴于老城区内城市空间

资源有限，在规划的城市绿地内允许10%~20%

的地面用地用于建设停车塔，用地性质兼容。

44..22..22 严格落实严格落实《《优惠政策优惠政策》，》，加大社会加大社会

投资意愿投资意愿

新建的公共停车设施停车位达 100 个

(含)以上的，在符合经批准的城乡规划前提

下，公共停车设施竣工验收合格后，市、区

两级财政对停车设施建设资金实行一次性奖

励补助，补助标准为地下停车库 2万元·车

位-1，地上停车楼1万元·车位-1。各区可根据

停车设施建设优惠政策，在辖区内选址停车

塔(楼)用地，报规划主管部门审核后实施，

以加快选址速度，进一步提高可操作性[4]。

44..22..33 突破传统规划方式突破传统规划方式，，发挥公众参发挥公众参

与作用与作用

构建公众参与公共停车场选址、提供停

车场选址信息的微信、网站等众规平台，拓

展获取停车场选址信息的渠道，是基于互联

网发展、响应大数据时代特性的创新方式。

众规平台建议由市规划部门负责筹建和管

理，各区负责对辖区内停车选址信息初步甄

选并将初步可行方案上报规划部门，规划部

门联合国土部门、市停车管理部门研究协调

后决定是否采纳。

44..33 多管齐下多管齐下，，综合治理综合治理

44..33..11 引入交通影响评价制度引入交通影响评价制度，，实施差实施差

别化政策别化政策

在片区综合治理或交通改善时，按照一

区一议、一片一议的原则，与街道和社区共

同确定开展停车综合治理的片区合理大小，

以分片规划和小区内部优化相结合的思路，

同步开展小区和片区的停车改善方案研究，

强化停车治理方案的有效性和落地性。

老旧小区停车设施改造扩容方案审批

a 停车场上方绿化 b 停车场内部环境

图2 樱驼花园地下停车场与地面绿化

Fig.2 Underground parking and ground greening in Yingtuo Garden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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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应开展交通影响评价研究，结合老城区

内路网容量及配套设施等情况合理确定扩容

规模，分析并确定路外停车设施的整体和单

体扩容上限。由于不同年代居住小区的建筑

特征、用地与空间条件、配套设施、停车供

需状况等均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制定停

车治理方案时，不同年代的老旧小区需根据

需求特性采取如下差别化的户均车位供给政

策(即使是有条件的老旧小区，总体车位供

给仍应控制在 0.4~0.5个·户 -1的老城平均水

平，具体方案需通过详细分析确定)。

1）历史建筑、历史街区。

现状停车供需量低，文化底蕴丰厚、具

有地方特色和历史意义，需要对其风貌加以

保护。鉴于其特殊性，建议结合保护要求和

城市规划设计等专项规划要求，系统改善停

车状况。

2） 1980年前建成小区。

现状停车供需量低，建筑总体质量较

差，且基本达到建筑使用年限，建议结合城

市改造更新进程的推进逐步完善。

3） 1980—1998年建成小区。

基本没有配置大型公共绿地、广场以及

配建停车场，现有停车需求主要依靠后期挖

潜增加的配置停车位和周边道路解决，约

0.10个·户-1，停车缺额约 0.11个·户-1。小区

内部进一步挖潜的难度大，建议通过边角地

或是老旧建筑物改造来扩容停车设施，扩容

上限值建议按现状实际停车需求的水平选

取，即0.2~0.3个·户-1。

4） 1998—2003年建成小区。

大部分配置了公共绿地、广场和地面停

车场，挖潜后的车位拥有水平约0.16个·户-1，

停车缺额约0.13个·户-1。小区停车改造挖潜

存在一定的有利条件，可以通过小区内外道

路断面改造、组织机动车单行交通等方式调

整道路空间资源，并充分利用公共绿地或广

场、边角地、原有地面停车场等的改造来实

现停车设施扩容，适当兼顾停车设施的供给

结构优化。扩容上限值建议与现状停车需求

基本相当，即0.3~0.4个·户-1，最高不应超过

0.5个·户-1。

44..33..22 优化老城区内交通结构优化老城区内交通结构，，确保出确保出

行环境行环境

将停车供需调控作为交通需求调控的重

要手段，优先发展绿色交通，引导小汽车合

理发展。通过打通微循环路网进一步提升公

共汽车服务覆盖率，并加强公共自行车和非

机动车停车位的建设，提高绿色交通的方便

性和舒适性，减少小汽车出行和停车需求。

适时开展南京市老城区内拥车证制度的适用

性和可行性研究，为进一步完善停车需求调

控奠定基础。

44..44 强化管理强化管理，，加大宣传加大宣传

44..44..11 实施严格的停车秩序管理措施实施严格的停车秩序管理措施

实施市、区、街三级停车管理模式，形

成多方参与的停车管理机制。同时实行主次

干路违法停车由公安交管部门负责、城管部

门配合，支路街巷违法停车由城管部门负

责、交管部门配合的联动机制。在城管部门

内部形成市(区)协调、考核，街道落实、管

理的具体分工。以网格化、全时段管理持续

改善停车秩序。

对路内停车位进行分类管理，路内停车

位的使用性质逐渐向短时、临时停放转变[5]，

限制白天停车位的停放时间，提高运转效

率。将日间交通量较大而夜间交通量较小路

段的路内停车位转变为夜间停车位，采用按

时计费方式。

调整和优化老城区老旧小区停车供给结

构，在利用市场化手段逐步增加路外停车场

供给的同时，同步优化路内停车位的设置，

对影响道路通行、造成路权不清的路内临时

停车位，组织开展复查工作，及时进行调整

取消，并及时根据老旧小区停车设施扩容情

况调整周边道路停车管理方案。

44..44..22 以价格杠杆调节停车需求以价格杠杆调节停车需求

在产权停车位定价采用市场调节价的基

础上，根据国家发改委“指导地方放开非保

障房物业、住宅小区停车费服务价格”的要

求，将停车收费价格由政府指导价调整为市

场调节价的形式(可根据建设经营成本、市

场供求和竞争状况、社会承受能力等因素依

法自主确定收费标准)，不宜制定收费最高

限价，有必要时可考虑限制最低价，促进面

向居住区的停车收费制度形成市场化的租售

关系，并保持收费标准相对稳定。路内停车

收费价格应根据使用率情况动态调价；对于

路外公共停车设施周边 200 m以内的路内停

车位，应进一步提高其收费价格并采取限时

段、时长停放措施，以确保路外停车设施相

对路内停车位的竞争优势。

44..44..33 推进停车共享机制研究与落实推进停车共享机制研究与落实

政府组织牵头推进停车共享机制研究与

落实，制定停车位开放共享运作细则。对物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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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给予相应优惠扶持政策，加强物业单位之

间的协调，进行典型单位之间停车位开放共

享模式分析，通过试点工程逐步进行推广。

44..44..44 明确路内停车收益用途明确路内停车收益用途

将路内停车收益纳入停车发展基金，主

要用于发展公共交通、改善步行和自行车交

通环境以及建设公共停车场。

44..44..55 强化市民规范停车意识强化市民规范停车意识

通过宣传引导市民在有车位的条件下购

车和停车，杜绝占用消防通道行为，避免占

用绿地、广场和公共活动空间的乱停乱放行为。

55 结语结语

老城区老旧小区停车问题的综合改善是

一个系统工程，除了以资源挖潜为抓手、推

动基本的停车设施供给改善之外，更重要的

是及时制定与老城区交通战略协调一致的停

车发展战略和政策。南京市老城区老旧小区

停车发展政策在严格秩序管理、以价格杠杆

调节需求、优化交通结构、挖潜改造车位等

方面已经得到逐步实施，并且取得了一定成

效，但管理政策的系统性还需要完善，尤其

是对于夜间路内停车管理政策纠偏。同时相

关政策的实施细则和操作办法还需进一步深

化，以强化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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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调控的综合性政策，并在交通、经济、环

境和社会等方面影响到市民生活，受到社会

的广泛关注。深圳市通过不断的创新、探索

和实践，在路内停车收费管理工作中做出重

大突破并取得良好效果。然而，作为一项影

响广泛的中长期公共政策，该项工作未来仍

充满挑战，包括如何进一步强化交通需求管

理，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路外经营性停车场

收费放开政策，如何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分类

别、分时段收费标准，如何建立更灵活、更

及时的动态收费调整机制等，都是深圳市路

内停车收费管理工作今后需要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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