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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从交通政策层面上积极推进广州市城市

公共停车场的建设，引导其健康、有序发展，在分析

了广州市现行停车政策现状及问题的基础上，从法

律法规建设、相关鼓励政策、停车收费政策、投资模

式等方面介绍了国内外城市公共停车场发展政策。

最后，提出适合广州市公共停车场发展的政策建议，

并强调停车发展政策只有由单纯以需求为导向的适

应性政策转向有利于停车需求管理的引导性政策发

展，才能适应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Abstract： In order to positively promote the construc-

tion of urban public parking facilities through policies

in Guangzhou, and to guide public parking develop-

ment in a healthy and orderly fashion, this paper starts

with an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parking policies and

their shortcomings in Guangzhou, and then follows an

introduction of development policies on urban public

parking facilitie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regarding

construction of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policies

to encourage and development of public parking facili-

ties, parking fees, investment patterns, etc..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proposal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public parking facilities in Guangzhou, and em-

phasizes only the development policies on parking fa-

cilities transferring from demand-meeting to parking

demand management can adapt to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of urban transpo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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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停车设施的供应绝大部分来自于建筑物配建停车场和社会

公共停车场，其中配建停车场按照建筑物停车配建指标的标准以及相

关政策条文的规定进行建设，情况良好，但是公共停车场却没有得到

应有的关注与重视，建设相当缓慢甚至停滞，从而导致城市停车问题

加剧。因此，为有效推进公共停车场的建设，处理好停车供给与需求

的矛盾，应在既有规划研究体系的基础上，结合公共停车场建设发展

现状，根据城市停车发展的总体战略，提出公共停车场发展政策体系

的相关建议，积极引导城市公共停车场的健康、有序发展。

1 广州市公共停车场现状问题分析

1) 用地属性不明确，相关法律法规建设滞后

现行国家政策法规并没有明确将城市停车场列入城市基础设施的

范畴，仅单纯视为经营性产业，使得社会公共停车场的用地性质不明

确。根据现行土地政策，广州市社会公共停车场项目开发时，是作为

经营性用地进入土地交易市场的，按照规定必须实行“招拍挂”，因

而明显增加了项目投资的土地费用成本。国家现行政策法规的限制与

影响，极大地阻碍了盈利性低微的社会公共停车场的建设发展。

2) 政府投资力度有限，投资模式单一

广州市社会公共停车场绝大多数的投资主体是政府或国有企业，

资金来源比较单一。由于政府投资力度有限，导致社会公共停车场建

设专项资金缺乏，公共停车场建设进度缓慢，每年计划建设的公共停

车场都逐年后延，造成历史欠账积累越来越多。目前，广州市区专门

的公共停车场仅10个，停车泊位共计3 390个，仅占全市停车泊位总数

的2%。现有的公共停车场数量少、规模小、系统性差，难以充分发挥其

在城市停车格局中应有的作用。

另外，广州市停车产业正处于起步阶段，除路边停车场采用了企

业投资经营管理模式外，社会公共停车场仍然是以政府经营管理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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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式，经营管理效率低下，极大阻碍了停车产业化的发

展进程。

3) 相关鼓励政策不完善

有关社会公共停车场建设的鼓励政策也存在较大空

白，难以吸引社会资金的积极投入，无法带动社会、单位

或个人力量投资建设社会公共停车场的积极性。根据调查

统计，公共停车场项目建设投资成本较高，不包括拆迁费

用的情况下，每车位建设总成本约需人民币 15~20万元，

社会力量投资建设此类盈利性低微项目的积极性非常低。

虽然广州市提出了对建设项目中地下停车场的建筑面积给

予免交配套设施建设费的规定，但这项鼓励政策还不能很

有效地降低公共停车场项目巨大的建设成本。由于现行相

关鼓励政策不够系统、全面，因此，根本无法吸引开发

商、单位或个人等社会力量积极投资建设。

4) 停车收费政策不合理

2004年 10月广州市物价局公布了《广州市机动车停

放保管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明确提出各类公共停车场的

收费管理办法：路边停车场实行政府定价；露天公共停车

场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室内公共停车场(含机械式立体

停车库)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由于政府对部分停车收费

的干预，导致公共停车场的经营收入较低。很多公共停车

场附近设置有路边停车泊位，而路边停车收费采用政府定

价，收费低于公共停车场，导致这些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

利用率低下，使公共停车场的整体经济效益并不乐观。

2 国内外城市公共停车场发展政策

2.1 法律法规建设

1) 韩国

① 《停车设施法》——1979年颁布，至 1996年历经

多次修订完善，主要包括：为停车设施提供专用基金；放

开停车设施建设规则；鼓励通过开放民间基金建设公共停车

设施；引入停车泊位上限规则；引入居民停车许可计划等。

② 《税法》——1989年颁布，主要内容涉及对停车

服务实行税收减免的有关规定。

2) 台湾

① 《停车场法》是台湾地区指导停车场建设与经营

的基本大法，从立法方面保障地区停车的健康有序发展。

具体内容包括总则、路边停车场、路外停车场、经营与管

理、奖励与处罚、附则等6方面的法规细节。

② 《奖励民间参与交通建设条例》对民间资本参与

停车场建设给予一定的鼓励政策，极大地刺激了停车设施

的有序发展。条例明确指出：停车场与铁路、公路、大众

捷运系统、航空站、港口及其设施、桥梁及隧道等重大的

交通设施同为政府给予奖励的范围，还明确规定了批准投

资建设停车场用地申请与审查程序，投资人获得用地的取

得办法、经费筹措及其他配套措施，并对停车场项目的建

设、营运范围、适用对象、奖励方式、税捐减免、租金减

免、贷款利息减免等，均有原则性的详细规定。

3) 福州市

福州市人民政府于 2003年出台了《公共停车场建设

优惠政策暂行规定》，作出了 6项具体规定，诸如公共停

车场的用地由政府组织公开挂牌出让，市土地发展中心负

责拆迁交地，建审手续实行委托代办，市政道路接至该地

块红线等。

4) 成都市

根据 2005年成都市开始试行的《成都市土地使用和

建筑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城市公共停车场用地的建筑密

度控制指标为 50%、容积率控制指标为 2.0，对社会公共

类停车场的建设给予充分的鼓励。此外，还制定了《成都

市市区停车场(库)建设享受鼓励政策登记办事程序》，最

大程度地简化办理开办停车场的手续。

2.2 投资模式

1) 香港：停车场民营化

对于停车场建设与经营，香港政府本着兼顾公众利益

和承包商利益、确保经营者有利可图的原则，大力推广停

车场建设与经营民营化的政策，积极鼓励社会资金参与停

车场建设和管理。民营化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对于

私人兴建的停车场按物业进行管理，收费与物业经营一

致。第二，对于政府兴建的多层停车场和路边停车收费咪

表通过招标由私人公司承包，采用“商业原则”经营，政

府从经营者变为对承包者的监控，保留对收费价格、利润

率调节的控制权。政府对经营方式不乱加干涉，也不给予

补贴，但在利润税收政策上给予减免。

根据香港运输署的统计资料，政府民营化的多层停车

场和路边咪表停车泊位的年经济效益非常可观，充分说明

通过实施该项政策，使得停车场建设经营者获得相当的利

润，能有效地提高民间投资经营停车场的积极性。此外，

香港政府为了鼓励民间投资兴建停车场，积极采取了民营

化政策及相关鼓励政策，主要是税费减免和免除停车场土

地使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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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台湾：政府带动为先，民间投资为主

1991—1999年，台湾政府大力兴建公共停车场，10

年投资 198.4 亿台币辅助地方政府兴建 390 个路外停车

场，停车泊位约达11.12万个。至2000年，台湾交通部门

不再编列预算补助地方政府兴建停车场，地方政府需自筹

经费投资建设公共停车场，并逐步实现以奖励民间投资方

式为主，政府职能则转向健全制度、法规和提高停车管理

水平等方面。

地方政府依法设立“停车场作业基金”，并成立基金

管理委员会，该基金仅用于兴建公共停车场的经费支出。

“停车作业基金”主要来源于地方政府的一般财源、上级

政府的补助、汽车燃料使用费的部分收入、交通违规停车

罚款收入、路边及公有路外停车费收入等。

3) 美国：多途径的建设资金来源

在美国，社会公共停车场的建设资金来源较多，包括

政府的基础建设投资、通过“利益课税制度”向居民征收

停车设施建设费用、发行债券筹集社会资金等方式，其中

债券是通过当年的停车税和停车收入等来偿还的。

2.3 相关鼓励政策

1) 日本

在日本，停车场项目是道路建设项目的一部分，当停

车场被确定为公众服务时，可以从国家和地方政府得到由

私人机构提供的公共停车场建设补贴。此外，为促进停车

场的发展，日本政府采取长期低息贷款方式鼓励私人停车

场的建设，同时对公共停车场实行无息贷款和补贴。

同时，为鼓励民间资金投资停车场建设，日本政府制

定了系列政策，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从公共机关到金

融机构等不同部门，对停车场建设与经营给予资金和税收

上的支持。相关的鼓励政策主要有：

① 财政补助：按照所建停车场的用途和性质给予一

定的财政补助，最高的补助率可达50%。

② 利息减免：按照所建停车场的用途和性质，由道

路整备资金、道路开发资金、民间都市再开发基金、日本

开发银行的特别利率融资、NTT股票销售收入的资金等提

供无息和低息贷款。

③ 税制减免：不同程度减免各种类型停车场经营企

业的所得税、法人税、地价税、不动产税、固定资产税、

事业资产税和建设税等，部分可以全免，部分则可减半

征收。

通过积极实行各项鼓励政策，不仅有利地促进了日本

停车场的建设和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达到了积极引导民间

资本投向停车产业的目标。

2) 台湾

台湾政府积极奖励民间投资兴建公共停车场的政策措

施有：①鼓励民间以自有土地兴建公共停车场；②开放公

共设施用地，供民间投资；③协助民间投资机构取得银行

融资；④对民间投资机构给予的税收鼓励政策包括：1.5

年免纳营利事业所得税；投资支出5%~20％内，抵减当年

或以后4年营利事业所得税；进口机械减免关税；减免相

关房屋税、地价税、契税。

另外，台湾政府还利用手册、网站、媒体、专业说明

会等多种形式，积极宣传和推广奖励民间投资兴建公共停

车场的相关政策，促进政策目标的实现。

3) 福州市

为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停车场建设，福州市财政按

停车场所处的土地等级，对每个停车泊位给予奖励，一级

地段每个停车泊位奖励人民币9 000元，二级地段每个停车

泊位奖励人民币6 500元，奖励金在公共停车场竣工验收后

拨付。

2.4 停车收费政策

1) 日本：开放式停车收费

日本政府只对政府投资建设的公共停车场及占用道路

停车的收费标准进行控制，而对民间建设经营的公共停车

场收费不进行控制，政府也不加干涉，由经营企业自己管

理、自行定价。由于停车收费价格的放开，民间停车场可

以获得合理的经营利润，加上停车产业风险不大，使得民

间建设、经营停车场的积极性非常高。

2) 香港：差别化停车收费

香港特区没有对停车收费实行宏观控制和限制标准，

而是采取按市场机制运作方式管理相关企业和停车场管理

公司。

为了引导驾驶人进入路外公共停车场停车，普遍提高

了路边停车收费的标准。对于路边停车，按不同地区、不

同时间、不同方式进行收费管理，实行计时累进收费制，

计费时段有15 min和30 min两种，繁华商业区最高收费达

18港币/h。

3) 新加坡：征收营业税

新加坡通过实行严格的停车收费管理控制停车需求。

政府明确规定：不论公营私营停车设施，收费标准均不低

于其颁布标准；以停车泊位为单位，对不同费率的停车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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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按照不同等级标准征收相应的营业税。

4) 福州市：市场调节自主收费

福州市的公共停车场收费标准实行市场调节价，停车

场经营者根据市场因素和停车高低峰时段，在市场调节范

围内自主定价。此外，为保证公共停车场收费不受其他因

素干扰，还规定在公共停车场周边300 m范围内禁止设立

路边停车点。

3 引导性停车需求管理政策

综观国内外典型城市公共停车场发展政策，其停车法

律法规建设、鼓励政策、停车收费等方面明确、系统，管

理法制化、公私协作化以及目标导向化是其成功经验的体

现。国外大城市停车发展政策已逐步由单纯以需求为导向

的适应性政策转向有利于停车需求管理的引导性政策发

展，只有将小汽车的使用纳入到促进公共交通发展总体目

标，才能适应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1) 新加坡：区域许可证制度

为了缓解城市中心区的交通拥堵和停车压力，新加坡

施行了“区域许可证制度”以限制私人小汽车过度使用：

凡在早高峰(7:00—10:15)进入CBD的车辆，均要交纳一定

费用，在CBD周围，车辆只能从各个有明显标识的入口

进入该地区，而私人汽车则需出示特别区域许可证。这个

方案还包括为小汽车提供收费低的停车场，目的是让驾驶

人将车辆停放在管制区外围，乘区间公共汽车进人市中

心，同时将管制区内的停车费大幅度提高，从而进一步控

制私人汽车的使用。

区域许可证制度实质上是一项拥挤收费政策，目的在

于控制交通高峰期间进入中心区的车辆，同时减少对中心

区停车的需求，并达到鼓励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作用。

2) 韩国：绿色停车计划

韩国政府 2006 年实施了一项名为“绿色停车计划”

的政策，旨在鼓励居民拆掉家宅墙壁，把墙壁空间用于停

车用地的新停车政策，墙壁拆除工程费用和园林建设费用

由政府全都负担。这项计划提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居

住区内的配建停车泊位数，以弥补社会公共停车场泊位数

量的不足。与早期首尔政府发动的“家内停车运动”的设

想相一致，“家内停车运动”属于一种社会运动，居民自

觉推倒家墙，并在家内设置车辆停泊场所，同时，根据不

同地区的拆迁难度，政府会给予不同的补助金。

4 启示

为有效推进公共停车场的建设，处理好停车供给与需

求的矛盾，广州市应在既有规划研究体系的基础上，结合

公共停车场建设发展现状，根据城市停车发展的总体战

略，提出停车发展政策体系的相关建议，积极引导城市公

共停车场的健康、有序发展。

1) 明确停车场定位，加强法律法规建设

从某种程度来说，公共停车场具有服务公共性和效益

间接性的特点，作为实现城市交通出行必需的物质基础，

停车场应该被定位为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同时，停车问题

是城市交通发展中不可避免的问题，涉及规划、建设、管

理等多个层面，发达国家和国际大都市的成功经验证明，

加强停车政策法规建设是关键。因此，应把停车场规划建

设与发展列入到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中，在行政管

理上走严谨的法制管理道路，立足于“法”。

广州市应借鉴国外停车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

加快停车立法工作，健全停车法规和规章制度。尽可能将

现行部分相关规定或办法提升到法律法规的层面，为停车

场的建设发展提供更强硬的保障；尽快将科学合理的停车

政策方案与建议形成法规性文件，促使停车政策体系的完

善与健全，并保证相关政策措施能够落到实处。

2) 允许规划用地适度综合开发

政府每年投入社会公共停车场建设的专项资金有限，

加上停车场的初期投资大、收益小、回收期长，因此，社

会力量投资建设的积极性差。应充分考虑停车设施开发利

益补偿效应，允许公共停车场规划用地采取综合开发模

式，准予在公共停车场规划用地范围内适度开发建设利益

收效快、利润率高的商业设施。商业项目开发带来的多重

商机，一方面，可以提高停车设施的利用率，另一方面，

可利用商业设施所产生的利润作为停车设施开发建设投资

的补偿。综合开发此类公共停车场规划地块时，停车设施

的规模必须在原规划确定公共停车泊位数量基础上，增加

商业所规定应配套的停车泊位数量。为了保证商业设施开

发不影响周边道路交通负荷，应开展专门的交通影响评估

来确定合理的商业设施开发规模。

3) 出台相关鼓励政策，逐步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

根据国外经验，政府的鼓励政策是实现投资主体多元

化最有效的途径。因此，广州市应借鉴国内外实施的鼓励

政策体系及取得的成功经验，及时出台一套全面系统的社

会公共停车场建设管理鼓励政策，包括政府专项资金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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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低息或无息贷款、减免土地费用、减免税费等内容，

以积极引导与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社会公共停车场的建设与

经营。从而逐步转变目前单一的投资主体模式，实现投资

主体多元化，增加社会公共停车场建设的资金来源，有效

扩大社会公共停车设施的供给。

4) 加强经营管理机制建设，推动停车产业化发展

广州市公共停车场的经营管理有必要积极引进市场竞

争机制，在过渡阶段，可以采取政府投资——企业经营的

模式，即政府投资建成公共停车场后，在市场上委托有专

业管理经验的停车公司进行经营管理，每年向政府缴纳一

定的管理费，通过市场化手段有效提高停车场的管理效率。

另外，停车场的规划、建设、管理是市政建设的重要

组成部分，涉及到多方利益，是一项系统工程。在管理机

制方面，不能片面追求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建议加强政

府的宏观控制，由市政、公安、国土、规划、消防、保

险、物价和税务等相关职能部门，成立一个跨部门的联合

协调机构，代替部门协调的作用。在联合协调机构运作成

熟后，逐步组建一个综合性的专门停车管理机构，集中管

理停车各项事务，减少管理权在部门之间分散或交叉带来

的混乱，并采取将停车执法权力交由交通管理部门负责等

部分管理权限外放授权的方式，来提高停车管理的效率。

当停车全面进入产业化发展阶段以后，由政府作为投

资主体逐步向政府和企业共同作为投融资主体发展，同时

政府应给予一定的鼓励政策，并提供合理的收费政策，保

障企业投资者能够获得较满意的收益率，在逐步增强企业

投资停车场行业信心的基础上，使社会公共停车场建设资

金主要来源于企业，不足部分由政府补贴。等更多的企业

逐步认识到停车行业投资回报稳定、又有鼓励政策扶持

时，企业也将由尝试性投资转变为主动性投资，从而大大

促进停车产业化的发展。

5) 完善停车收费政策

从停车收费政策的导向和实施效果来看，除考虑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外，广州市还应结合城市停车场的建设发

展，进一步健全完善现行停车收费标准，以保证收费政策

与城市停车战略相适应。在保证适度经济效益的基础上，

还应该起到协调路内外停车杠杆作用。确定收费标准时，

利用累进制收费标准适当调高路边收费，推动车辆进入路

外停车场。对于开发商、单位或个人等社会力量投资建设

的社会公共停车场，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让经营者按照

补偿合理经营成本、依法纳税的原则自主定价。政府投资建

设的社会公共停车场，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管理，促

进路外停车场的建设与发展，保证停车产业的良性发展。

6) 积极推广机械式立体停车库的应用

随着城市建设的推进，城市用地越来越紧张，机械式

立体化停车库在解决城市停车问题中逐渐发挥优势，特别

在中心城区、用地极度紧张的区域使用机械式立体停车库

显得尤为重要。由于其建设成本较高，在各类建设项目中

还没有得到广泛的使用。为进一步推广机械式立体停车库

的应用建设，政府应从政策法规上提供全面扶持，通过给

予低息贷款、税费减免和政府补贴等政策，鼓励住宅小

区、大型建筑物等配建停车场积极采用机械式立体停车库

形式，可以大大增加配建停车泊位的规模，不仅满足配建

停车需求，而且可超额增设相当的停车泊位。近期可结合

广州市危破旧房试点改造规划、老字号建筑物保护规划，

政府积极投入一定的城建资金或给予相当的鼓励政策，选

取几个试点立足建成机械式立体停车库的示范工程。

5 结语

停车政策是城市停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为推

动城市公共停车场的建设，需尽快制定适应城市特点的停

车发展政策，加强停车法律法规建设，健全停车管理机

制，提出各项鼓励政策，完善停车收费政策，并进一步推

动停车产业化发展。另外，经营管理及各相关业务行为的

准则，也是正确处理公共停车场投入与分配、经济补偿与

使用者合理负担等相互关系的一种有效管理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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