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沙将清退40万辆无牌共享电单车》后续

全省联动处理
农民工讨薪
可网上投诉举报

本报11月25日讯 11月23
日，长沙集中约谈6家共享电单
车企业， 要求在11月26日前全
面清理回收无牌照互联网租赁
自行车（即共享电单车）。今日
是“三日之约”的第二天，目前，
哈啰出行、美团、青桔、街兔等6
家企业已经回收共享电单车4
万余辆。

“清退后，人行道通畅了！”
今日上午， 在长沙五一大道与
建湘路交会处， 原本被共享电
单车占据的人行通道逐渐被清
理出来，过路市民纷纷叫好。

市民点赞
“人行道通畅了！”

五一大道与建湘路交会
处， 因临近地铁口及写字楼，人
行道几乎被共享电单车挤占，甚
至还有车辆停放在机动车道上。

25日上午10点， 三湘都市
报记者在现场看到， 现场停有
10余辆运维车辆和货运车辆，
多名共享单车企业运维人员正
在往车上装运车辆。“一个人一
天至少一百辆，没停过。”现场
一名工作人员说。

“以前这里的人行道上全
是共享电单车，只能绕道走。”市
民罗女士说，地铁口、写字楼附
近是共享电单车的集中停放区，
加上投放数量猛增，即使车辆摆
放有序，还是占据了人行通道的
大部分空间，行人只能在成排的
共享电单车夹缝中行走。

一小时后， 该路段原本乱
停放的共享电单车被清运走，
原本被共享电单车占据的人行
通道逐渐被清理出来， 过路市
民纷纷叫好，“清退后， 人行道
通畅了！”

记者也注意到，由于短时间

内难以将无牌共享电单车全部
清理回收，在芙蓉中路泊富国际
广场段、西二环长沙汽车西站段
等部分主干道上，共享电单车的
“添堵”乱象依旧存在。

对于11月26日全面清理
回收无牌照共享电单车， 哈啰
出行、美团、青桔、街兔等企业
负责人都表示将全力配合，根
据要求完成车辆回收工作，做
到运营车辆一车一牌。

已清退4万余辆
无牌共享电单车

数据显示， 目前长沙街头
共有共享自行车数量超过60万
辆，其中共享电单车约46万辆，
仅有6.3万余辆取得了交警部
门发放的牌照。此外，还有共享
单车16万辆。

长沙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
支队副支队长朱兵介绍， 由于
过度投放， 严重超出公共出行
实际需求和城市承载管理能
力， 加上企业履行主体责任不
到位、 各式车辆随意停放的乱
象已经给市民生活、交通安全、
城市管理各个方面带来了严重
负面影响。

11月23日，长沙集中约谈
6家共享电单车企业， 要求在
11月26日前全面清理回收无
牌共享电单车。“此次清退的，
主要是无牌共享电单车约40万
辆。”朱兵说。

记者今日从长沙市城市管
理综合执法支队获悉， 从11月
24日至25日下午6点， 各企业
已回收无牌照共享电单车4万
余辆。为加快清退速度，城管部
门也在积极为企业协调运输车
辆及停放场地。
■记者 杨洁规 实习生 何日峰

管理机制

本报11月24日讯 今年交
通出行赛道的热点， 无疑非共
享电单车莫属， 它在二三四线
城市已成为居民中短途出行的
首选 。11月20日， 易观发布
《2020中国共享两轮车市场专
题报告》， 刚刚过去的10月，青
桔单车月度活跃用户规模高达
3491.6万， 占据共享两轮车行
业小程序端用户规模榜首。同
时， 各平台服务用户满意度逐
步拉开，青桔用户满意度领先，
在全国实施动态配额管理制度
城市里， 青桔在60%的城市获
得了第一名……

多个维度的数据无不彰显
着青桔电单车的线上运营和车
辆规范管理的实力， 同时也意
味着，青桔这个后来者，用了不
到三年时间完成华丽的逆袭。

共享电单车领域交易规模
增长迅猛

根据易观分析， 相比于往
年，共享两轮车行业呈现出新流
量渠道、新服务领域、新运营模
式、新生态竞争、新管理制度的
五大特点。 数据显示，2020年10
月，小程序渠道与综合服务APP
渠道，分别占据50.4%与28.5%的
订单份额。 而在小程序渠道中，
2020年10月青桔单车月度活跃
用户规模高达3491.6万，占据共
享两轮车行业小程序端用户规
模榜首，“共享两轮车企业通过
运营策略引导用户向小程序与
综合服务平台迁移，进一步发挥
共享两轮车流量协同价值。”

除了新流量渠道的开拓，
各平台更重视服务的提升，易
观分析显示， 各平台服务用户
满意度逐步拉开， 青桔用户满
意度领先。

共享电单车的规模效应、
口碑效应十分明显， 有规模，
口碑好， 自然能够更好地拉
新。 根据中国自行车协会统
计， 2020年共享电单车市场交
易规模将突破73亿元，环比增
长75%。易观的报告内容显示，
2020年10月，青桔以订单交易
指数42.5位居中国共享电单车
行业榜首。

动态配额管理考核， 青桔
是行业最优生

2020年，各地监管部门持
续对共享两轮车过度投放、违
规停放等问题进行严格监管。
其中，全国15座城市创新性采
取动态配额管理制度，预计未
来该制度将在更多城市推广。
强效的线下管理能力，也成为
共享两轮车平台长远立足市
场的必要条件。

截至2020年9月， 全国实
施动态配额管理制度城市中，
青桔单车在60%的城市获得第
一名。作为对比，美团单车与
哈啰单车获得第一名数据占
比为27%与13%。

为缓解长沙城市管理压
力， 青桔从9月份就开始对城
市部分车辆进行系统回收。近
一段时间，青桔在长沙已回收
及转移5万辆共享单车和助力
车，还在持续组织运力尽快聚
拢市区无牌车辆，待后续维修
整备后重新上牌。

青桔长沙城市经理李震
表示，城市交通对于共享两轮
车的数量是存在饱和值的，更
高运转效率和调度分派才能
将共享两轮车便利之处最大
化，切实服务于城市交通毛细
血管。 ■记者 潘显璇

本报11月25日讯 元旦、春节
临近， 农民工工资支付即将迎来
高峰， 我省于日前启动的2020年
度根治欠薪百日攻坚冬季专项行
动又出新举措。

今天， 记者从省人社厅了解
到，为切实保障农民工权益，拓展
农民工欠薪投诉举报线索采集电
子服务渠道， 省人社厅已建设直
接面向农民工群体的欠薪维权互
联网服务平台，农民工讨薪，在网
上一点投诉举报， 即可全省联动
处理。

平台以互联网电子政务服务
平台为用户统一登录入口， 用户
在 浏 览 器 地 址 栏 输 入 http:
//www.hunan.gov.cn/� 进 入 湖
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 首页点击
“一件事一次办” 后选择“我要
办”，再点击“切换—部门—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前往”可
进入省人社厅政务服务旗舰店，
或在浏览器地址栏直接输入
URL：http://zwfw-new.hunan.
gov.cn/hnzwfw/1/186/187/in-
dex.htm，进入省人社厅政务服务
旗舰厅，搜索“热门服务”中的导航
条，找到“欠薪维权”，再选择欠薪
维权反映拖欠工资线索。

据介绍， 拖欠工资线索由省
人社厅政务服务旗舰店统一受
理，并与省人社厅劳动监察“两网
化”投诉举报联动处理中心对接，
通过“两网化”投诉举报联动处理
中心实现网上受理、联动分发，实
现一点投诉举报，全省联动处理。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曾鹤群 实习生 龚正伟

长沙两日已清退4万余辆无牌共享电单车 全市总配额初定10万辆

监管平台年底上线，车辆扎堆自动预警

A05民生2020年11月26日 星期四
编辑/戴岸松 美编/聂平辉 校对/张郁文

扫
码
看
共
享
电

单
车
清
理
视
频

11月25日，清理之后的建湘路人行道上通畅了。记者 杨洁规 摄

《2020共享两轮车市场报告》发布

华丽逆袭，“后生”青桔成为优等生

“三日之约”期满后，如
何长效管理？ 朱兵表示，城
管部门将从11月27日起，对
各企业逾期不自行清理和
回收的无牌共享电单车集
中清运保管，还将依照相关
规定对违规企业进行处罚。

朱兵介绍， 长沙正在
筹建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监
管平台， 目前已进入招投
标阶段，计划年底上线。平
台将实现对共享单车企业
及车辆备案管理功能，可
以对每家企业投放的车辆
进行备案管理， 做到每一
辆车都有备案、有“身份”，
“企业只能按规定的限额
进行投放。”

同时， 平台还可实现
对共享电单车的日常调
度， 如果某区域单车数量

出现饱和等情况，监管平台
系统会自动发出预警提示，
工作人员将立即联系单车
运营商通过调运等措施疏
散车辆，合理分配单车停放
地点，避免阻碍交通、影响
市容市貌等情况发生。

此次清退工作完成后，
交通、交警、城管三部门将以
最快速度， 综合长沙实际需
求和各运营企业运营情况，
共同确定车辆配额， 并重新
施划电子围栏和实际停车区
域，确保市民的安全出行。

据了解，目前，长沙市
交通运输局初步计划在全
市范围内设置10万辆共享
电单车总配额，管理主体责
任履行不到位的企业将面
临减少配额的惩罚。

■记者 杨洁规 周可

正筹建共享单车监管平台，计划年底上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