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15日，长沙芙蓉区南阳街口公交站，停放的共享电单车
占了大半边人行道。 本版图片由记者 潘显璇 实习生 陈瑜玲 摄

A03视点2020年11月16日 星期一
编辑/贺齐 美编/刘湘 校对/张郁文

扫
码
看
本
报

更
多
精
彩
报
道

2017年10月，享骑电单车
进驻长沙， 成为长沙首个共享
电单车品牌， 迅速在长沙打开
了市场。随后，叮当出行、优时
智能车、 哈啰等品牌的共享电
单车也相继出现在长沙。

不过， 投放规模较小的叮
当出行、 优时智能车并未能形
成气候，2018年上半年陷入了
运营困境， 惨淡收场。2018年8
月， 在全国众多城市都有布局
的享骑电单车出现押金难退的
情况，公司失联，不少长沙市民
都成为受害者， 至今没要回押
金。如此一来，力推免押金骑行
的哈啰助力车反倒迎来了黄金
发展期，在当时“一枝独秀”。

沉寂了大半年后，2019年
年中， 共享电单车迎来“第二
春”，一些新的共享电单车品牌
开始密集进入长沙市场， 街头
的共享电单车很快多了起来。

业内人士表示， 这场变化
的背后， 始于电单车行业的一
次调整。

2019年4月15日，《电动自
行车安全技术规范》 强制性国
家标准正式实施。这份堪称“史
上最严” 的电动自行车“新国
标”要求，电动自行车最高车速
为25km/h，整车质量 (含电池)

调整为55kg，电机功率调整为
400W，对于新标准实施前在用
的既不符合旧标准、 也不符合
新标准的电动自行车， 设置过
渡期，发放临时号牌，未按地方
规定领取临时号牌以及过渡期
满后仍上路通行的， 公安机关
将严格依法处罚。

为适应“新国标”的要求，
2018年电动自行车全行业产量
大幅下滑， 随后的2019年产量
恢复， 同比增长6.1%。 而在今
年，电动自行车产量迅速增加。
工信部的数据显示， 今年1-7
月全国电动自行车完成产量
1550.1万辆，同比增长18.7%，7
月份更是同比增长49.5%。

一家共享电单车品牌长沙
区的负责人告诉记者，“新国
标”出台前，企业造车、投放车
辆都非常保守，而“新国标”出
台后， 生产的共享电单车都是
符合标准的，企业投放车辆的力
度很快就成跑马圈地之势了。

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发
布的《全国共享电单车行业发
展报告》显示，目前全国共有超
过200家共享电单车运营企业，
而在两三年前， 共享单车企业
只有几十家。目前，全国已投放
共享电单车总量近500万辆。

“没有实施总量控制”，长沙消费力强劲，一年“涌进”30多万辆共享电单车

“彩虹大战”乱象丛生，警惕重蹈覆辙
哈啰单车和助力车已进驻400多个城市， 青桔单

车和电单车覆盖了超过150个城市， 美团在今年二季
度投入了近30万辆电单车……一系列数据表明，五颜
六色的共享电单车的发展在今年呈现井喷态势， 一场
新的“彩虹大战”正在上演。

长沙正在成为核心“战场”。从2019年的六七个品
牌不到10万辆共享电单车，短短一年时间，进驻长沙
的共享电单车品牌已多达十余个、 车辆超过40万辆，
不论是品牌数量还是车辆数量，在全国都首屈一指。

由于骑行便捷， 共享电单车成了不少长沙市民中
短途出行的首选。11月15日， 三湘都市报记者走访发
现，随之汹涌而来的车辆却引发了诸多乱象，成为长沙
城市管理的一个新痛点，这与早几年共享单车大搞“车
海战术”占领市场时所造成的乱象如出一辙。

■记者 潘显璇 实习生 陈瑜玲

如此一来， 长沙成为各
家企业投放的重点城市，从
去年开始， 曾经遍布长沙街
头的共享单车， 迅速被共享
电单车取代。

长沙交警部门的数据显
示，2019年底， 长沙市的共享
电单车还不足10万辆， 到了
2020年4月数量便超过了20万
辆，5月更是激增至30万辆，到
目前为止已多达40万辆。

同时，记者注意到，2019
年底， 进驻长沙的共享电单
车品牌还只有哈啰、青桔、美
团、小遛出行、小黄鸭出行、
喵走出行等六七个， 而现在
的品牌数量， 已经多达10余
个。不过，从记者了解到的情
况来看，品牌虽多，但头部品
牌只有哈啰、青桔、美团3家，
这3家企业在长沙投放的共
享电单车都超过了10万辆，
其他小品牌的市场占有率相
对较低， 多个小品牌只“蜗
居”在长沙县、望城区等地发
展， 避免与大品牌在核心城
区正面火拼。

今年10月，《2020年共享
电单车出行观察报告》发布，
这是全国首份共享电单车行
业大数据报告， 以长沙、昆
明、 银川三座城市的出行大
数据为蓝本编制而成， 这也
从侧面反映出长沙在共享电
单车领域的重要地位。

“长沙街头到处都是共享
电单车，用车还车都很方便，省
力又便捷，太好用了，可惜杭州
只有共享单车，骑得费力，速度
也慢。”今年10月份，从杭州来
长沙旅游的李鑫体验了几次共
享电单车，对此赞不绝口。

虽然目前市场上的共享
电单车符合了“新国标”，但并
非所有的城市都欢迎共享电
单车进驻，北上广深等一线城
市仍未明确允许进入。 同时，
今年还有杭州、佛山、东莞等
不少城市都“亮出红牌”，清理
整治此前已投放运行的共享
电单车。

由于政策原因， 一些没有

限制的城市， 成为了共享电单
车品牌跑马圈地的重点。 长沙
正是为数不多的政策“不设防”
的城市之一， 并且是消费力强
劲的省会城市。

“长沙市没有对共享电单
车实施总量控制， 也没有出台
明确进入门槛以及限制投放的
文件，新的品牌进驻长沙，不用
办什么手续， 直接投放就可以
了， 已有品牌也可以自主增加
投放量。”某品牌共享电单车长
沙地区代理运营商表示， 在其
他省会城市， 新品牌进驻或者
增投都需要提前进行备案登记
并获批才行， 否则会被扣车或
者清退。

“新国标”出台，共享电单车迎来“第二春”

“没有实施总量控制”，长沙消费力强劲

年增30万辆共享电单车
品牌多达十余个 乱象

乱停乱放严重，交通安全隐患不小
随骑随走、省力便捷、不怕

堵车……不得不说，在长沙，共
享电单车已成为众多市民中短
途出行的首选， 并且受欢迎程
度远高于共享单车。

不过， 随着大量共享电单
车涌入到长沙街头，记者走访发
现，共享电单车无序停放十分普
遍，“霸占”了人行道、盲道、非机
动车道、 停车位的情况屡见不
鲜，甚至一些桥梁上、隧道里还
会出现被市民随意停放的共享
电单车，给市民的安全出行带来

了不小的隐患。实际上，早几年前
共享单车大搞“车海战术”占领市
场时， 出现的类似情况就已饱受
诟病，如今这一乱象再次重现。

“如何快速清理乱停的共享
电单车， 是我日常工作中压力最
大的事。”长沙市开福区新河街道
华夏路社区城管专干贺超表示，
一旦有市民投诉道路堵塞， 他们
就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对停放点的
车辆进行清理，以疏通道路，并完
成相应的数字化案卷， 一旦无法
完成，社区就会被扣分。

11月14日中午， 三湘都市报记者在长沙市芙蓉区的万家
丽地铁口3号出口看到， 此处停放的共享电单车有近百辆，不

仅人行道上划出的停车位被停得满满当当， 这一区域附近的机动
车道和公交车专用道也悉数被共享电单车“占领”。一名公交车司
机表示，每次公交车在这里停靠上下客时，他都要格外小心。

11月15日下午， 位于长沙市芙蓉区的南阳街口公交站，
多个品牌的共享电单车扎堆停放在此，“挤占” 了半边的人

行道，行人只能绕行，盲道更是被堵得严严实实无法通过。负责
片区卫生的环卫工人说， 他们的清扫工作也因为共享电单车增
加了不少难度。

在长沙市青少年宫附近的一处停车区，不少共享电单车
无序停在机动车道上，“占用”了原本就不宽的马路，导致路过

的小车在会车时都得小心翼翼，以免发生刮擦。一名将车骑到此处
后锁车的女士表示，虽然她知道将车停放在机动车道上是不对的，
但因为这种踏板型共享电单车太重了，一旦错过拐上人行道的路，
她没法将车辆推上人行道，也就只能随意停在路边了。

长沙市开福区的伍家岭南公交站， 附近共享电单车乱
停乱放的情况也非常严重， 不少车辆都被随意停在了机动
车道上。附近的居民告诉记者，早几天这里的人行道甚至被
堵得“水泄不通”，投诉到媒体后，有人来彻底清理了一次，
现在又堆了不少车了。负责管理附近停车场的周先生表示，
规划出的停车位老是被共享电单车“占用”，只能自己手动
清理车辆，这些车辆特别重，让他苦不堪言，而乱停的车辆
涉及到多个品牌，他每天都要打好几个电话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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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下午，长沙市青少年宫附近，共享电单车停到了斑马线和机动车道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