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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提升路内停车秩序、促进道路交通运行效率提升，深圳市重新启动了路内停车收费管理工

作。从实施目的、原则和策略三个方面，阐述深圳市路内停车收费管理的实施情况。路内停车收费

费率定价遵循平衡路内外停车使用、制定合理比价关系，以及区域差别、分时差别的原则，建立了

路内停车收费与动态交通运行联动的调节机制。管理模式层面，成立专门机构，通过取证权外派方

式解决执法警力不足问题；收费技术层面，采用无纸化电子收费，避免利益冲突；执法方面，严格

规范执法流程，对首次路内违法停车采取弹性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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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street Parking Management in Shenzhen: Innovation &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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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promote effectiveness of on-street parking and road traffic operation, Shenzhen reini-

tiated the on-street parking management procedure. This paper illustrat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on-street

parking management system in Shenzhen including the purposes, principles and strategies of the manage-

ment system that balances the on-street and off-street parking, differentiates charge by time and space, and

regulates on-street parking charge with dynamic traffic operation. At management level, specialized agen-

cy is established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insufficient enforcement through outsourcing the evidence collec-

tion function. To improve the charge collection techniques, the management system adopts the electronic

charge devices to avoid conflict of interests. At enforcement level, strict law enforcement process and re-

duced penalty for the first illegal on-street parking offenders are emphas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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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问题越来越成为中国各大城市关注

的热点，许多城市开展了路内停车收费管理

工作，但并未取得良好的效果。为改善路内

停车秩序、提升道路交通运行效率、发挥以

停车收费调节小汽车交通需求的作用，深圳

市于2014年7月在中心城区启动了路内停车

电子收费，通过取证权外派、动态调整费

率、非现金收费等创新和实践，配合严格的

执法管理，显著改善了路内停车秩序，道路

运行效率有效提高。本文从实施、收费、管

理等方面，总结了本轮深圳市路内停车收费

政策的创新和突破。

11 深圳市路内停车收费目的深圳市路内停车收费目的、、原则和原则和

策略策略

11..11 实施目的实施目的

面对日趋严峻的交通形势，2012年，深

圳市政府颁布《深圳市城市交通白皮书》，

明确要求通过调整停车收费政策，增加小汽

车使用成本，引导小汽车出行向公共交通方

式转移[1]。其中，路内停车收费管理作为本

轮停车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施的目的

并不仅是提供路内停车位，满足必要、临时

性的短时停车需求，更是期望通过该项政

陆 洋，吕国林
(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广东深圳 518021)

深圳市路内停车收费管理创新与实践深圳市路内停车收费管理创新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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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强化交通需求管理，提升路内停车秩

序，引导市民理性用车、合理停车，促进道

路交通运行效率提升。

11..22 设置原则设置原则

围绕上述目标，路内停车位设置应当符

合如下原则：

1）供应与需求吻合原则。

不同性质用地产生的路内停车需求具有

差异性，因此，需要根据不同类型用地的短

时停车需求，采用分类供应路内停车位的发

展策略。具体可分为三类：办公类，主要满

足办公外来车辆短时路内停车；商业类，主

要满足商场购物、餐饮的短时路内停车；居

住类，主要满足居住区、学校等短时路内停

车以及部分配建不足小区的夜间停车需求。

2）动静态交通协调原则。

为了减少路内停车对动态交通的影响，

路内停车位主要设在交通量较小的低等级道

路上，同时对道路的通行条件具有一定的要

求(见表1)。

3）路内、路外停车场协调原则。

路内停车位的布局应与路外停车设施统

筹协调，路段周边路外停车设施利用率较低

时(小于 70%)，原则上应少设或不设路内停

车位[2]。

11..33 推进策略推进策略

1）修订立法，有据可依。

在政策制订过程中，同步完成停车法

律、法规的编制与修订，确保政策的推进有

法可依，有规可循[3]。结合停车收费政策的

制定，深圳市修订了《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

通安全管理条例》，明确了对路内停车实施

收费管理的法律依据；修订了《深圳经济特

区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罚条例》中的违

法停车处罚条款，提高交通繁忙路段的违法

停车成本，避免日后停车收费提高出现合法

停车成本高于违法停车成本的现象。

2）公共政策开门议政。

路内停车收费作为公共政策，若要顺利

施行必须广泛取得社会各界的共识，并全面

践行重大行政决策的法定程序。在本轮政策

制定过程中，深圳市全过程、分阶段地开展

公众参与和专家咨询，通过媒体访谈、网络

互动、报纸专栏和专家咨询会等形式开展广

泛宣传，多次征求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市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专家等社会人士以及普

通市民的意见，提高了社会公众参与度。同

时，严格依照《广东省重大行政决策听证规

定》要求，召开路内停车收费听证会，达到

了答疑解惑、凝聚共识的目的。

3）先易后难，逐步推进。

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推行，市民对其均

有一个接受的过程。为此，本轮路内停车政

策在实施过程中，遵循先易后难、逐步推进

的原则。2014 年 7 月，在福田中心区南片

区、福田竹子林片区、南山中心区和罗湖田

贝片区开展了为期半年的试点运行，对试点

片区同期开展了评估研究，并针对试运行期

间出现的问题提出相关改善建议；在评估完

善的基础上，于2015年1月，推广至原特区

内4个区：福田区、罗湖区、南山区和盐田区[4]。

22 收费费率动态调整收费费率动态调整

22..11 定价原则定价原则

1）平衡路外与路内停车使用，制定合

理的比价关系。

针对深圳市路内停车位被大量长时间停

车无序占用、短时路内停车需求无法满足，

以及路外停车场闲置等问题，拟定的收费费

率需满足合理的路内与路外停车收费比价关

系，即短时停车收费路内低于路外，以较低

的收费满足短时路内停车需求；长时停车收

费路内高于路外，以较高的收费抑制长时间

路内停车需求，促使长时间停车需求优先选

择路外停车场，提高路外停车设施利用率[5]。

2）遵循区域差别、分时差别原则。

区域差别原则指交通越拥堵的停车收费

分区，路内停车收费越高，即停车一类区收

费高于停车二类区，停车二类区的收费高于

停车三类区；分时差别原则指交通较拥堵的

白天，路内停车收费应高于交通较通畅的夜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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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行条件

机动车双向
通行道路

机动车单向
通行道路

车行道路路面实际宽度W /m

W≥ 12

8≤W< 12

W< 8

W≥ 9

6≤W< 9

W< 6

停车位设置

可两侧设置

可单侧设置

不可设置

可两侧设置

可单侧设置

不可设置

表1 道路设置路内停车位条件分析

Tab.1 Roadway condition analysis for setting on-street parking

资料来源：文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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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联动机制联动机制

深圳市上一轮路内停车收费标准的拟定

主要以路内停车设施自身的建设成本、运营

管理成本以及折旧耗损等为考量依据，收费

费率长期不变。当前，深圳市重新启动路内

停车收费管理的主要目的并非为了上述成本

收费，而是希望通过提高小汽车路内停车成

本，引导市民理性用车、合理停车，改善路

内停车环境，提升道路运行效率。因此，在

本轮路内停车收费标准的拟定过程中，并没

有仅仅将注意力集中在停车系统本身，还注

重与动态交通的结合，建立了路内停车收费

与动态交通运行联动的调节机制，在此机制

作用下，路内停车收费费率调整一改市民对

政府收费只增不减的不良印象。当动态交通

运行情况优于目标值时，政府将下调路内停

车收费费率；当动态交通运行情况出现恶

化、远离目标值时，才会适当提高路内停车

收费费率。通过路内停车收费动态调节机

制，使道路交通处于既不拥堵又不致出现道

路时空资源闲置的状态。

22..33 实践应用实践应用

2014年 7月 8日起，路内停车收费管理

正式实施，目前已拓展至原特区内范围。期

间，对路内停车收费系统的运行开展持续跟

踪和评估。经评估，实施路内停车收费管理

的片区，在停车设施使用、交通秩序、交通

运行和交通污染等方面均得到显著改善，但

收费片区的路内停车位平均利用率并不是很

高，至试点期末仅为 31.2%，与规划设想的

50%的路内停车位平均利用率有一定偏差。

于是，深圳市及时启动路内停车收费费率下

调研究，制定了对首三小时路内停车收费费

率下调40%的调整方案(见表2和表3)。2015

年7月10日起市政府下调停车收费费率，获

得了社会各界充分肯定。

通过上述费率调整，路内停车位利用率

已上升至 48%，基本达到规划预期。此外，

深圳市路内停车停放时间分布中，2 h以内

路内停车数量约占总数量的90.5%，3 h以内

路内停车数量约占总数量的 96.6%，路内停

车位服务于短时停车需求的功能基本实现。

33 管理模式创新突破管理模式创新突破

33..11 管理模式转变管理模式转变

深圳市于 1997―2007 年委托管理公司

实施路内停车咪表收费，实施之初采取收支

两条线的政府参与管理模式，即当月咪表停

车收入全额上缴市财政，管理公司应得收入

由市财政按合同约定比例逐月核拨，后演变

为企业按月定额上缴收费的企业经营模式，

政府和企业之间关于上缴额度的矛盾以及企

业管理服务水平的下降逐步凸显，最终导致

上一轮路内停车咪表收费的终止。

道路属于公共资源，深圳市实施路内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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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段

工作日

非工作日

夜间(21:00—次日7:30)

白天
(7:30—21:00)

一类区域

首半小时

5.0

2.0

免费

首半小时后

10.0

4.0

二类区域

首半小时

3.0

1.5

首半小时后

6.0

2.5

三类区域

首半小时

2.0

1.0

首半小时后

4.0

1.5

表2 路内停车收费初始标准

Tab.2 Initial charge standard for on-street parking 元

表3 调整后的路内停车收费标准

Tab.3 Adjusted charge standard for on-street parking

工作日

非工
作日

夜间

白天
(7:30—20:00)

白天
(10:00—20:00)

一类区域

首半
小时

3.0

1.2

免费

0.5~3.0 h

6.0

2.4

3 h后

10

4

二类区域

首半
小时

1.8

0.9

0.5~3.0 h

3.6

1.5

3 h后

6.0

2.5

三类区域

首半
小时

1.2

0.6

0.5~3.0 h

2.4

0.9

3 h后

4.0

1.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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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收费不以营利为目的，其根本目的是利用

经济杠杆科学、合理地使用道路空间，调控

城市交通运行，治理道路交通拥堵 [3]。为

此，深圳市成立专门的事业单位负责路内停

车收费管理工作，该事业单位受交警委托，

突破性地通过取证权外派，对路内停车位内

违法停车行为及委托路段停车位外路内违法

停车行为进行取证执法，解决了中国大部分

城市开展路内停车管理时面临的警力不足问题。

同时，路内停车收费采取政府统收统支

的模式，通过收支两条线，收入全额上缴市

财政专户，并通过立法，在《深圳经济特区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中予以明确：“路

内停车收费性质属行政性收费，收入全额上

缴市财政的交通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发展公

共交通以及交通安全隐患、交通拥堵治理。

费用收支情况定期向社会公布。”

33..22 收费技术创新收费技术创新

深圳市路内停车收费管理突破传统的咪

表收费及人工收费技术，创新性地建立了射

频加手机的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模式 (见图

1)，建立了判定精准、使用方便、结算便

捷、技术稳定的道路停车管理体系。该收费

技术采取“不见人”、“无纸化”的电子收费

方式，实现车主远距离自助支付，用户自动

缴费，收费由系统自动进行。管理单位和人

员不参与收费过程，只负责系统维护、设施

建设和管理养护以及对道路违法停车的执法

等，有效避免了传统人工收费可能出现的利

益寻租、人员冲突等问题。

33..33 严格及人性化执法严格及人性化执法

再好的公共政策，若没有严格的管理执

法保障，均不可能取得良好的实施效果。为

此，深圳市专门制定《深圳市停车管理执法

流程》，严格规范执法流程，并在政府官方

网站上公开，主动接受市民监督(见图 2)。

受交警委托外派的管理执法人员在上岗前都

将接受严格的培训，通过执法考核，执法过

程中做到统一着装、统一配证、统一文明用

语等。

考虑到本轮路内停车收费在管理模式、

收费技术等方面均较传统的路内停车收费有

较大创新变革，尽管政府在政策实施全过程

中开展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仍有较大部分市

民在实际使用初期，因不熟悉新的缴费模式

而产生“失误违法”。为此，执法管理部门

充分考虑上述情况，对新政实施后首次路内

违法停车的车主采取弹性执法，即车主在路

内停车位内首次违法停车后，可向管理部门

提出首次违法申诉，管理部门经核实确认，

在对车主就路内停车新政进行再次宣讲后，

免于处罚。该项执法措施的施行，极大降低

了市民对于路内停车新政的抵触，获得社会

各界的一致好评，保障了路内停车收费新政

的顺利实施。

44 结语结语

伴随交通环境日趋复杂、交通运行压力

日益增大，路内停车收费管理已逐步转变为

面向设施合理供应、收费与秩序管理甚至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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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
抵达
停车

输入停车
位编号、
预计停车
时间进行
缴费

用户超时未
离开，系统
提前 10 min
发送短信提
醒

用户
驾车
离开

实际停车时
间少于预定
时长，系统
自动退费

监测器记
录离开时
间，后台
计算停车
时间

c 缴费流程a 路内停车地磁检测器 b “宜停车”APP

图1 路内停车地磁检测器及手机缴费界面和流程

Fig.1 Detectors for on-street parking and payment by app

处罚 核实

巡查

视频监控
发现违法停车 上报取证

交警部门

深圳市城市交通事务管理中心

图2 路内停车收费管理执法流程

Fig.2 Law enforcement process for on-street pa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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