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11日，长沙市国货陈列馆智能车库，传送装置将一台小车送往一楼车库出口。该车库有11层，
可停放小车126台。 记者 田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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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声重点·“问诊”停车难A10

公共场所配备的立体车库颇受司机喜欢，但当小区里要安装立体停车
场时却遭业主集体反对。长沙业内人士表示，小区立体车库的需求其实很
大，但由于立体车库成本太高，一些小区也没有预留空地导致审批难，加上
市民对它的接受度还比较低，所以立体车库的存在现在很是尴尬。

核心提示

一边是审批的艰难，立
体车库难以得到“合法身
份”； 另外一边则是政府政
策的支持。

唐振宇介绍，政府部门
一直鼓励建立体车库，但是
在政策上又没有一个完善
的配套措施。

“现在长沙也没有明
确的政策文件出来， 但是
建设立体车库是有补贴
的。”唐振宇说，半自动立
体车库的补贴额度是5000
元每车位，全自动立体车库
的补贴额度根据规模的大
小，每个车位在1万元-2万
元之间。

此外，再如财政补助和
税收优惠， 停车费自主定

价，可设置广告位等政策，
对于建设方来说既降低了
投资成本， 又增加了收入
来源。

据一名不愿透露姓名
的业内人士表示，为了让立
体车库审批更快，很多地区
都用“临时建筑”来获取快
速通过，这就意味着，两年
之后这栋建筑或将面临拆
掉的风险。

“很多地区都面临相同
的困局。”唐振宇说，随着土
地资源越来越稀缺，市民停
车越来越难，立体停车肯定
是未来的趋势。“但是因为
缺乏完善的政策保障，现在
立体停车虽然呼声很高，却
难以落地。”

叫好的立体车库为何难进小区
应对停车难，小区要引进，业主却反对 长沙现状：一边有政策支持，一边审批难
■记者 侯小娟

立体停车场，被称为城市空间的“节
能者”，近年来屡见报端。目前，长沙很多
公共场所也配备有立体车库。这些立体车
库入库简单、取车方便，颇受新手、女司机
的喜欢。但随着私家车不断增多，长沙不
少小区随之出现停车难的现象，有的小区
想通过安装立体停车场来解决这一难题
时，却遭到业主集体反对。

业内人士称，目前长沙立体车库的存
在很是尴尬：虽然有大量缺口，但市民对
它的接受度很低；虽然有政策支持，可让
它得到一个通过审批“身份”却很难。

【事件】
小区欲引进立体车库
却遭业主集体反对

长沙市蔡锷路与湘春路交会处的一
个居民小区，已经入住了900多户居民，但
是停车位只有500多个。“每天就盼着早点
下班回去抢车位。实在抢不到了，只能把
车停在别人的车子前面，然后留个电话。”
该小区业主刘女士说。

“今年7月份，小区的业主委员会通知
业主称，可能会引进立体车库，缓解小区
停车难的问题。”刘女士介绍，但在随后的
几个月，小区的业主一直联名反对引进立
体车库，理由是“引进之后，停车可能更加
困难”。

该小区另一名业主陈先生表示，引进
立体车库本来是好事，但业委会说“建立
体车库虽然可以得到扶持资金，但立体车
库建设成本高，停车场可能要对外开放或
者提高停车费用才能收回成本。” 陈先生
说，“我们小区临近省妇幼，停车本来就很
难，一旦对外放开，业主的利益更加难以
保障。”

在长沙一家做立体车库的负责人看
来， 小区立体车库的需求其实很大。“前
些年规划小区时，根本想不到汽车增速
会这么快，多数小区没有预留空地建设
充足的停车位。 立体停车库占地面积
小，可提供车位数多，能够有效缓解车
位紧张问题。”

【现象】
长沙3辆车共享一个车位
小区周边停车位紧张

对于机动车数量和泊车位合理比例，
国际上有个标准，大致为1∶1.2。

截至去年， 长沙市机动车保有量为
155.97万辆，市内五区共有公共停车场泊
位约0.98万个， 路侧停车泊位约1.16万
个，配建停车泊位约45.33万个。也就是说
长沙去年的比例为1∶0.3，即3辆车才能分
享一个车位。无论是小区，还是新建的商
业综合体，车位的数量远远没有达标。

根据某统计机构的统计数据，如果按
照车辆数与车位1:1的配比标准， 长沙多
数小区和商业综合体的配比比例是1∶0.8，
这就直接导致周边停车位的紧张。

然而，对于汽车保有量上百万的长沙
来说，商业综合体提供的车位只能算是杯
水车薪。这些年来，为缓解停车难的问题，
长沙市政府出台了很多政策，鼓励社会资
本参与到停车场的建设中。

今年，长沙新出台了《长沙市城区停
车设施建设管理实施方案》， 全市将在
两年内建设 130个公共停车场， 规划
2020年前在长沙市内五区新增15万个公
共停车位。

“由于立体车库的造
价高于普通车库， 所以很
多开发商为了节约成本，
很少在小区建造。”湖南地
生工业设备有限公司董事
长唐振宇说，这两年，尤其
是今年， 立体车库的接受
度越来越高， 公司的合作
单位更多的是写字楼、企
事业单位，居民小区很少。

省发改委住房旅游和
服务价格管理处处长邓
荣幸介绍，如果不考虑土
地因素 ， 建设车库的单
位成本约6万元-8万元；
地下停车位单位成本为
7万元-9万元。

“智能立体车库的成
本是10万元一个车位，通
常来说， 回报期需要10年
左右。”唐振宇说，前段时
间才投入使用的国货陈列
管智能立体车库126个车
位， 投入额达到了1200多
万。

友阿黄金股份有限公
司（国货陈列馆）后勤服务
处车库班长李文介绍，他
们建造的智能立体车库已
经投入使用， 现在车流量
最大的时候是每天200辆
左右，“由于收费标准与周
边普通停车场基本相当，
智能车库只能作为商业的
配套，无法靠它来盈利。”

三湘都市报记者了解
到，即便是在发展较早的一
些城市，例如北京、上海等
地，立体车库进入老旧小区
异常困难，最难的一关就是
征得业主的同意。“小区立
体车库要想建成，给予业主
们实惠是最重要的条件。”
业内人士说。

说到立体车库， 开车新
手总是有点担心是不是需要
很高的技术才能开进去？12
月11日， 记者前往国货陈列
馆的智能车库一探究竟。

国货陈列馆的立体车库
占地273平方米， 共11层。可
停车共计126台，其中可停大
型车84台， 客车42台。“智能
车库不需要司机倒库， 直接
开进去就行，所以新手、女司
机特别喜欢。”李文说。

当车到达车库入口时，
库门会自动打开。然后，把车
开进车库， 等待检测系统确
认车辆安全入库， 驾驶员便
可下车离开。随后，智能搬运
器确认车轮正确位置后，夹
轮装置便将车轮夹住， 将车
辆牢牢固定， 然后托起车辆
升降平推至指定位置。

取车的时候， 当系统接
到取车命令之后， 车子会被
系统搬运下来， 在下降的途
中会自动调头， 到达地面出
入口之后， 夹轮装置会自动
松开，然后将车子开走即可。
整个取车过程，耗时2分40秒
左右。

困局

政策虽支持，但无完善措施

回报期需10年
很少进小区

【市场】

体验

入库简单，取车方便

昆明小区立体停车库
3年后仅1个开工

昆明小区停车难问题由
来已久。 昆明市2011年3月
确定在三环内建设205个立
体停车库，但直到2014年11
月， 仅有位于北市区的月牙
塘小区项目获批。

成都首个老旧小区
立体停车场主体完工

成都青羊区为了缓解府
南街道同德社区周边老旧小
区和楼盘停车难现象， 今年
初， 同德社区地下停车场正
式开工新建。 该地下停车场
主体工程近日已经完工，预
计在年底将投入使用。据悉，
这是该市首个老旧小区地下
立体停车场。

海口不少小区
立体停车库成摆设

2013年11月，记者对海
口智能立体车库现状进行调
查发现， 该市停车位紧的旧
小区， 建设立体停车库困难
重重， 而个别已建或正在建
设立体停车库的新楼盘，停
车位供大于求， 立体车库暂
时派不上用场。

连线

只要3个车位面积的一
块土地，就能修建一个可以
容纳50台车的塔式立体车
库。

立体车库作为缓解停
车难的利器， 唐振宇表示，
虽然今年的业绩尤为可观，
但他们现在最大的市场还
是在省外，湖南本土的接受
度还有限。

在唐振宇看来，立体车
库审批是最大的困难。虽然
唐振宇的公司只是作为设
备的提供方，但是建造单位
仍然为立体车库的“身份
证”发愁。

“此前，有个位于黄土
岭的省直单位准备修建立
体车库后来就是因为审批问

题不了了之。” 唐振宇说，虽
然有政策的支持， 可建设单
位最终还是没有敢冒险。“一
个车位投资要好几万元，建
个立体车库好几百万元，万
一被人举报， 当违章建筑拆
了谁来补偿， 单位本身也不
愿意承担这个责任。”

另外，据长沙市规划局
的工作人员表示，新小区的
立体车库，如果与楼盘一起
进行审批， 手续会容易些。
“旧小区增加立体车库，审
批就很难。”他解释，对于老
小区来说，任何一块土地使
用权都归全体业主所有，要
想拿到规划许可证，需要经
过业主同意。 只要有人反
对，就难以继续。

市民接受度有限，立体车库审批难

尴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