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截至2013年
3月： 长沙机动车
保 有 量 已 达
141.46万余辆 ，
年均增17%，预计
到2015年将突破
200万辆。

太平街（西）停车场同样归
属于长沙市停车场公司， 现由
金岚汽车服务会所经营管理，
总经理张华金说，“跟城建投公
司签有合同，70多个车位三年
的经营管理权， 几十万的承包
费。 该场地一直是处于亏损状
态， 靠汽车美容等业务填补。”
而停车场一保安告诉记者，该
场地生意不好的时候收入每
天400多元，好的时候收入每天
800元到900元。

长沙市停车场公司系长
沙城建投全资子公司， 负责19
座桥4000多个停车位的经营和
管理。 该公司副总经理胡志宇
告诉记者， 公司自营停车场的
所有停车费上缴国资委， 其他
停车收费归承包者所有， 用于
城市建设； 合作形式的将承包
费用上缴国资委；委托社区或
者街道管理的不产生经营费
用。目前，整体运营处于亏损状
态。

… 部门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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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圈地设“临时停车场”
4月15日 天心区坡子街

一便衣男子站在一拆迁空地入
口，对着过往车辆不停挥手，边挥手
边喊：“来咯，来咯，这里有车位。”

记者发现，半小时里，70多台
车陆续驶入， 工作人员每车均收
取了10元的停车费。

在这个简易的“临时停车
场”，没有停车收费标准、收费方
式及交通指示牌。

坡子街社区主任杨学峰告诉
记者，因此地征收，该地段建筑物
被拆， 留下的闲置地被几名劳务
人员组织起来停车收费。

他证实， 这个私自设立的停
车场并未办理相关手续， 仅挂靠
社区， 每月向社区缴纳1000元管
理费和卫生费， 其他的费用全部
归劳务人员。

社区出凭证私人来收费
4月14日 太平街口左侧停车场

收费人员李孝连用一张停车
场地费存根联收来了10元停车
费。这是临时停车点的停车凭据。

李孝连是社区请来的， 这近
40个停车位里， 大部分属于旁边
的旅馆和商铺， 真正属于社区的
不到8个。李孝连告诉记者，这些

收费凭证是从社区拿的。“只有社
区才有办法拿到票据， 所有的钱
也是交给社区。”

记者联系上太平街社区主任全
春梅，她向记者出示的《湖南省服务
价格登记证》，其中第一栏明确规定
小车按次收费，白天每次5元。

全春梅告诉记者， 该地段曾
有许多不明身份人士前来收费，
导致混乱，从2009年开始，将该停
车场承包给了几位下岗工人管
理。“社区不存在创收， 只是每个
月花1000多元去买发票， 其他的
钱都在那些工人手上。”

对于记者所出示的“停车场
地费存根联”，她表示该票据应系
承包人私自制作，并不能抵发票，
正规的发票上盖有社区公章。她
表示将及时处理这些情况。

社区停车位出让给民企管
4月14日中午 荷花池巷

一永州牌照的私家车驶入，
收费员向他收取了10元的停车
费。收费员告诉记者，根据停车时
长来收费，4小时以内5元，4小时
以上10元。 而旁边的公示牌上显
示：白天小车每次5元。

荷花池巷社区主任余柳英
说，两年前，社区将该路段30多个
停车位的收费权承包给了湖南路

路通泊车公司。 该公司每月给社
区缴费500元，社区用作荷花池巷
路面保洁费用。 这些公共停车位
每月收益在6000元左右， 需要缴
税1000余元。

坡子街一路路通收费人员告
诉记者， 附近的经营性停车场对
生意有影响， 每台车索性收10元
钱一次，“不然任务完不成。”“公
司规定8个小时一个班，必须完成
200元收费任务。”

路路通公司总经理朱正杰介
绍，公司主要与街道、社区或物业
等合作对其下辖停车场进行管
理， 目前在长沙与社区合作进行
管理的公共停车位有200余个。
2009年数据显示， 路路通公司在
长沙经营13个停车场，1200多个
泊车位。

单位停车场“浑水摸鱼”
4月14日 五一广场壹号公馆

酒店、公司、小区等单位停车
场，也存在灰色地带。

记者在五一广场壹号公馆停
车场的岗亭前面看到了长沙瀚森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收费明细：2
小时之内5元；2—5小时10元；5—
24小时20元； 业主包月卡每月收
费300元。

公司陈姓经理告诉记者，该

楼盘共588户业主，地下停车位69
个，路面停车位27个，远远不能满
足业主需求。她同时告诉记者，所
有停车费用将会放到物业管理费
中。对于收费标准，她拿出了一张
物价局的批文。 批文上只是模糊
规定了停车费按照ABC三类来收
取。在大门口，一张停车收费的通
知显示，车位有限，仅办理40张月
卡。 陈姓经理说：“如果月卡都办
完了， 那后面的就进不来了。”业
主吴晓彤很疑惑， 对外开放比业
主办理月卡收费高多了。

“实习生”乱收费
4月15日、17日 浏城桥高架桥

记者将车开进浏城桥高架桥
停车场， 一名没有穿制服的40岁
左右的女工作人员前来索要停车
费10元。 而悬挂的收费公示牌显
示：12小时内收费8元。

随后，该场地一名自称是长沙
市停车场投资建设经营有限公司
员工的贺姓负责人告诉记者，这名
工作人员是“实习生”，对收费标准
并不知情。记者拨打了该停车场监
督电话，一自称是公司负责人的男
子称，多收费用应退，并将处理收
费员。4月17日下午，记者开车再次
来到该停车场，这名“实习生”依旧
收取10元停车费。

谁在切分
停车费蛋糕

由交警部门管理， 所收费用上缴财
政，工作人员工资、泊车位建设和维护等
预算拨付

由政府投资建设， 城建投经营管
理，自营部分上缴财政，承包部分收益
归承包者

满足本单位停车需求，也可向社会
开放，所收停车费用于单位运营

由社区管理， 部分采取社区外包
给私人或民营公司， 按照合同约定分
配停车费

向社区缴纳部分费用后，进入私人
腰包

巨额停车费上哪去了？ 长沙六方分“蛋糕”

湖南警察学院交通管理系副
教授王岩去年参与了《湖南省停
车场管理办法（草案）》听证会。他
分析，主体混乱、标准不一是长沙
市目前停车场的核心问题。 对公
共区域停车收费进行审批的有城
管、交警、物价等部门。民营公司、
市政部门、 社区街道甚至是个人
都参与了停车场的管理和运作。
停车场作为公共资源， 停车费理
应全部进入公共财政账户， 再从
公共财政账户支出。参照《湖南省
停车场管理办法(草案)》和上海、
广州的经验，停车场由规划、建设
部门来建设； 交警负责停车场使
用的监督管理。 经营主体可多样
化防垄断。

王岩强调， 目前停车费流向
并不透明， 政府部门应向公众公
开停车费用的使用、分配情况。

王岩表示，中心城区停车收费
是发展趋势，但这只是在交通资源
有限的情况下采取的辅助手段。停
车问题要得到根本解决还在于加
大公共交通的建设与投入。

4月15日下午，长沙市交警支队，机动车停
车场管理科副科长李小军向记者表示， 类似于
坡子街拆迁空地上圈定的“临时停车场”和路路
通公司在坡子街经营的路边泊车位都属于非
法。

李小军说：“设立一个停车场先要到当地的
交警停车管理中队申请，经中队现场勘查通过，
再到工商、税务部门办理相关证照，最后到支队
停车场管理科进行备案，否则就属于非法，车主
完全可以拒绝支付停车费。”

李小军坦言， 由于历史原因停车场管理并
不规范，长沙市交警正组织执法力量清理、关停
未经报备的非法停车场。

4月8日， 长沙正式
启动道路临时停车管理，
首批590个路内停车位
实行收费停车。与此并存
的是，街头社区各类停车
场收费已持续多年。

长沙停车场市场蛋
糕到底有多大，停车场费
用去向何处？4月8日—
17日， 记者实地调查发
现， 因收费主体混乱，标
准不统一，停车费总额难
测，但已形成私人、社区、
单位、私企、财政等六大
主体参与切分的格局。
■记者 汤霞玲 戴鹏 黄定都

非法停车场将清理关停 主体混乱是“祸根”
停车费流向应透明

… 专家剖析

目前城市合理的停
车比例结构应为： 单位
自建停车位占65%，路外
公共停车位占30%，路内
临时停车位占5%。

长沙城区停车位
结构：单位自建停车位
占85%， 社会公共停车
场停车位占3.2%，路内
临时停车（含咪表停
车）位占11.8%。

路边泊车位 社会公共停车位 单位停车场 辖区内背街小巷停车位 私人以各种方式圈地收费

… 追踪

141万辆

…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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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停车场
经营样式多

4月15日，天心区坡子街，两
名男子给一临时停车场拉客。

实习记者 李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