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共享单车在各大城市
加速布点和投放，无序摆放、侵
占公共区域等问题频繁浮现，
媒体称之为 “共享围城”。目
前，长沙共享单车情况如何？运
营商日常怎么管理？ 对乱停乱
放行为如何解决？ 带着这些问
题，记者进行了采访调查。

九成共享单车
无专用停车区域

“目前长沙约有15万辆共
享单车，而自行车停车场只能
容纳1.5万辆，就是说还有九成
共享单车没专门地方停，大量
共享单车被顾客乱停乱放，有
的甚至停在马路中间、人行道
上，或是绿化带中。”长沙市城
管局执法监督处处长杨力沙介
绍， 城管局对乱停乱放共享单
车的市民 ， 主要还是以教育、
劝导为主， 对乱停乱放共享单
车、不听劝导的人，将依据《道
路安全交通法》进行处理，最高
可处以50元罚款。杨力沙说，长
沙目前已在大型公共区域设立
3D彩绘停车位、电子围栏停车
场等新型共享单车停放区域，
正着力解决乱停乱放、 停车难
的问题。

长沙市民肖女士的公司离
最近的地铁线站也有15分钟的
路程， 所以只要天气好每天都
会骑共享单车，“有些人骑完车
就随手停在路边，挤占人行道，
甚至堵在商铺的门口。 有的小
巷子本身就窄， 再横七竖八停
几辆单车， 都没法过人了。”肖
女士说， 共享单车在解决出行
的“最后一公里”方面，确实“俘
获”了人心，但出现的系列问题
同样不容忽视。

据大湘网关于“共享单车
怎么管”的网上调查数据显示，
约有四成网友呼吁增加骑行专
用车道， 约两成的网友呼吁增

加停车场所。

共享单车运营员
深夜调度维护

共享单车企业如何保证车
辆投放更优化， 利用率更高？对
损坏的单车怎样回收处理？5月
13日晚，记者跟随摩拜单车长沙
芙蓉区的运营团队切身体验对
共享单车的运维调度与回收。摩
拜单车长沙芙蓉区的运营负责
人刘鑫说，“我们这边的运营人员
每周轮一次夜班，从10点半到清
晨6点， 根据魔方数据分析调整
单车的投放数量及区域。”

晚上10点半， 摩拜单车负
责运输的大货车到了五一广场
附近，“由于长沙城内对货车进
行了时间段的限行， 我们只能
在这个点开始工作。”刘鑫说完
就和几个同事搬运起太平老街
口的摩拜单车， 平时解放西路
商业步行街附近人流量大，对
共享单车的需求量也大， 而周
末去河西岳麓山梅溪湖等地游
玩的市民多起来了， 所以选择
今晚对摩拜单车“东车西移”。
晚上11点半， 在岳麓区溁湾镇
地铁口附近， 刘鑫和同事刚卸
下一货车共享单车， 他告诉记
者， 对车辆的摆放也是有讲究
的。“车子必须摆放在白线盲道
以内，车头统一朝左，在人行道
上若已有一边停放了车辆，则
另一边不再摆放。”

第二天， 刘鑫告诉记者将
大学城附近的共享单车拖到桃
子湖路口附近已到凌晨 3点
多，随后又到解放西路酒吧一
条街附近， 忙活到5点半才结
束一晚的工作。 刘鑫介绍，负
责回收损坏、乱停乱放的车辆
的运营人员更辛苦，经常要在
小区、街巷或江边将车子一辆
辆扛到主道上。
■记者 张洋银 实习生 李明欢

对于共享单车在一些地方受
限，更多专家学者认为不可以“一禁
了之”，因为这更多考虑的是管理的
便捷，而非用户的方便。

如何更有效、 更科学的管理共
享单车？社会学专家、经济学家方向
新认为， 政府要根据公众的出行便
利和道路管理规则科学地划定停放
区域，增设自行车停车场所，同时，
企业根据大数据分析及时调整单车
的停放数量和区域， 保证车辆的投
放更优化，利用率更高。公众则在用
车的整个过程里自觉遵守秩序和规
则。只有三方通力配合，才能真正破
解目前的单车围城之困。

记者了解到，近日，在南京、深
圳等城市，交警、城管等政府部门已
与共享单车企业建立信息共享“黑
名单”机制，并公布了相关违法失信
人员名单。而在长沙，大湘网的共享
单车调查数据也显示，64.83%的网
友建议，建立共享单车“信用档案”，
一旦被发现破坏共享单车， 将被纳
入“信用黑榜”，限制坐高铁、飞机、出
入境等；19.22%的网友则建议建立完
善共享单车的法律法规， 对违法违
规者进行罚款；还有网友（11.37%）建
议对严重破坏共享单车的人进行拘
留；少部分网友（4.58%）认为可以利
用媒体曝光的手段进行惩戒。

多位共享单车企业的内部人士
则认为， 用车秩序、 诚信机制的建
立，需要全社会的参与。政府需要依
法对违反法律法规的企业或个人进
行处罚；企业需要建立用户个人信用
管理制度， 引导用户形成良好的用车
习惯； 单车使用者应当遵守相关法
律法规，做到文明骑行、规范停放。

莫让共享单车成“共享围城” 记者多方调查，网友支招

可将共享单车破坏者入“信用黑榜”
观点

将破坏者纳入“信用黑榜”

专家

科学划定停放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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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15日讯 备受
瞩目的第十三届中国（深
圳） 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
今日落下帷幕。 为表彰在
文博会中表现优秀的组织
单位、团组和参展商，今日
上午， 文博会组委会在深
圳会展中心举行隆重的颁
奖仪式。湖南展团的主、承
办单位即湖南省委宣传部
和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分
获优秀组织奖、 优秀展示
奖；长沙展团、湖南省动漫
游戏协会等其他展团，参
展商亦收获奖项。

本届文博会以迎接党
的十九大为主线， 全面展
示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
改革发展的辉煌成就；深
入贯彻落实“一带一路”倡
议， 全力推动中华文化走
出去；突出“文化+新业态”
融合发展， 探索文化产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堪称
是一届质量更高、 结构更
优的文博会。

此次文博会湖南团的
展示面积，为历年来最大。
450平方米的主展馆内，以
“文化湘军， 锦绣湖南”为
主题， 分设“文产新篇”、
“文旅新湘”、“文创新梦”

三个展区， 另设有综合馆长
沙展馆、 数字动漫馆湖南展
馆和非遗馆大湘西展馆等
三个分展馆。 借助声光电
影 、 图文视频 、VR、 虚拟
3D、现场展销、现场互动等
多种展示方式，湖南展团全
面展示了党的十八大以来
湖南文化改革发展新实践、
新成果、新亮点，取得良好的
展示效果。

精心组织的湖南展团，
在本届文博会上亮点频现，
精彩纷呈。 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
部部长刘奇葆和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 广东省委书记胡
春华在视察湖南馆时， 听取
了湖南文化创意产业的有关
介绍， 肯定了湖南文化产业
取得的成绩。文博会期间，中
央电视台两次报道湖南团内
容和画面， 国内外各大媒体
都对湖南团的展出给予了高
度关注。 在湖南馆展出的首
届湖南文创设计大赛的获奖
作品及获奖转化作品获得观
众热捧，尤其是“霸得蛮”湘
军IP系列文创产品， 更是被
一抢而空， 成为本届文博会
上的文创类“明星产品”。

■记者 杨博智

第十三届深圳文博会闭幕
湖南展团取得丰硕成果“霸得蛮”湘军IP系列产品被一抢而空

本报5月15日讯 在
第十三届中国（深圳）文化
产业博览交易会上， 汇聚
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形
式和文化展品。其中，由草
花互动领衔“游戏湘军”搭
建的湖南“动漫游戏幸福
站” 自开展以来便汇聚了
颇高的人气， 参展观众通
过本次文博会进一步了解
了草花互动的公司风貌和
产品情况， 同时也领略到
了湖南动漫游戏产业蓬勃
的发展态势。

展会现场， 草花互动
推出公司吉祥物“草娃”形

象衍生品、 企业主题精美礼
品展示，更带来了Q2季度首
发的三款手游产品《战争指
挥官》《航海纪元》《无敌大航
海》 的现场试玩和精美原画
展示， 并设置丰富的互动环
节， 向参展观众全方位地展
示了草花互动的游戏文化。

据悉，2017年草花会在
持续深耕草花手游平台的基
础上， 重点着力手游的精品
发行， 以特色文化的“优选
IP”，针对性的“定制研发”，
产业上下游的“多强联手”三
大策略来指导后续的业务拓
展。 ■通讯员 肖榕彬

连线

草花互动领衔深圳文博会“游戏湘军”

本报5月15日讯 5月
以来，湖南降水偏少，气温
稳步上升， 大部地区提前
入夏， 后期气温将呈上升
趋势。

气象学上的入夏标准
为：连续5天日平均气温在
22摄氏度以上。 数据统计
显示，5月9日至10日，湖南
大部分地区已经陆续提前
入夏。以长沙为例，自5月9
日起，长沙连续5天日平均
气温在22摄氏度以上，比
常年入夏时间（5月19日）
要提早10天。 省专业气象
台首席预报员邓晓春称，

由于5月以来，湖南降水整体
偏少，日照时数偏多，再加上
北方冷空气偏弱的影响，造
成湖南大部地区提前入夏。
从后期的天气来看， 除了目
前这次降水过程会带来一定
降温外， 后期气温整体呈现
上升趋势。

省气象台预计，16日至
18日，省内天气晴好，气温上
升；19至20日， 省内云系增
多， 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其
中湘南局部大雨，湘东北以云
系变化为主；21日，湘北天气
好转，湘中以南仍维持降水。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张倩

今年入夏早，后期气温升

5月11日，文博会湖南馆内一组极具特色的IP文创“湘军”产品深受外国友人的喜爱。 记者 郭立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