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单车中的文明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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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商与市民面对面探讨

建“高校样本”为文明骑行示范

记者李亦中

长江日报关于 “共享

起市民热议。 昨日，长江日

明创建 指导 处负 责人 ，摩
拜 武 汉 、ofo、Hellobike 三
家单车运营公司负责人，
以及长江网网友代表及市
民志愿者代表， 面对面对

骑单车停单车
多替他人想一想
听到参加峰会的嘉宾曝光
一例例不文明骑车行为，一些网
友在互动时呼吁：市民增强 文明
意识、道德意识、法律意识，全社
会共同用心呵护共享单车带来
的这份便利。
共享单车
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即放即走，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将
自行车随意停放， 只图自己方
便 ，却 不 管 他 人 能 否 正 常 出 行 。
共享单车数量巨大， 如果单纯
依靠管理人员去矫正单车的摆
放 位 置 ，显 然 不 切 实 际 ，更 多 的
是需要市民自觉， 通过信用规
范停车。
解决共享
单车乱停乱放，需要使用者多替
他人想一想，停在这里是否占 用
了 人 行 道 、机 动 车 道 ，是 否 挡 住
了其他车辆的正常进出，是否放
在了人流密集的公共区域。 良好
的摆放秩序就在一念之间。
有时是享受单
车便利的骑行者，有时也会是被

“留得青山在”：

话，共同求解。

昨日在长江日报社，共享单车微峰会直播

降低不文明用户个人信用，提高使用成本
乱停乱放是共享单车骑行中最常见的一种不文
明现象。市民郑加俭反映，一些市民将单车停在盲道
或进出要道口，妨碍正常通行，引起行人不满。更有
一些不满 12岁的小孩，骑着共享单车在道路上互相
追逐，容易酿成安全事故。
怎样制止这些不文明行为？摩拜武汉公司负责
人吴昊介绍，公司推出信用积分制，对乱停乱放行为
扣除用户信用分，当用户信用分低于 80分时，使用
单车的成本将提高。
但对有些不文明行为，吴昊称，公司也深感无
奈。一次，他在黄鹤楼景区附近，看见一个爸爸骑
着摩拜单车，将年幼的儿子放在车前篓子里。车篓
子最大载重量只有 5公斤，这位爸爸的儿子显然
超重，这样太危险。吴昊当即上前劝说，但这位爸
爸只是点了点头，依然自顾自地骑车走了。“我们
没有执法权，对这种情况只能劝说，别人不听，我
们也没办法”。
市文明办文明创建指导处处长陈强胜说，制止
个别市民不文明骑行，关键在于要让市民自觉养成
文明意识。有关部门和社区可以组织各种文明宣传
活动，引导、鼓励更多人文明骑行、文明使用共享单
车；运营公司也可以和政府相关部门探索将用户信
用分纳入社会信用体系，更好地约束市民形成文明
骑行习惯。

运营公司可采取技术手段规范骑行行为
摩拜、ofo、Hellobike三家运营公司目前都已经

出租车

数千网友围观互动长江日报微峰会

单车乱停乱放困扰的受害者。 只
有从自身做 起 ，改 变 陋 习 ，与 己
方便的同时也不要给他人带来
麻烦，带着这种“共享”的理 念去
健康出行。

更多的是需要市民自
觉规范停车
用技术手段管住乱停乱放

报微峰会邀约市文明办文

优质服务在行动

网友讨论 >>>

长江日报微峰会昨日探讨
共享单车的文明课题，引来数千
网友围观互动。

单车文明课题” 的报道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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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了信用积分制，约束用户文明骑行。“但信用积
分制并不是万能的”。市民刘莹希望共享单车运营公
司采取更多更有效的技术手段，以制止市民不按规
定骑行。
Hellobike负责人何宁称，针对 12岁以下小孩
骑共享单车的问题，公司目前正考虑“注册实名
制”，不满 12岁的小孩不让其成为用户；针对乱停
乱放等行为，公司目前主要通过运维人员的监督管
理来解决。
据了解，小鸣单车在广州投放了“电子围栏”，在
规定停车区域埋设发射器，通过与车辆蓝牙锁交互，
实现“围栏”功能。比如，在高密度用车区域，每隔 200
米划出电子围栏停车区，通过 APP引导用户停车，不
按规定停车将不能锁车，不结束计费。
吴昊称，停车问题最终需要通过技术手段解决，
可实时定位的 GPS技术有望解决这个问题。

政府主动作为，为共享单车划定专用区域
微峰会上，陈强胜透露了一个信息，市政府正着
手起草“规范共享单车文明骑行指导意见”，这得到
了市民代表和三家运营公司的一致叫好。
吴昊称，政府主动作为给了他们规范骑车行为
的极大信心。他与大家分享了公司的成功经验：江
汉区政府、城管、交管等职能部门，主动为摩拜服
务，在辖区 20多个地铁站周边划定了 50多个摩拜
单车停车区域。运维人员检查发现，自从划定了停
车区域，这些地方的共享单车停放再也没乱过。范
湖地铁站是 2号线与 3号线的中转站，客流量非常
大，公司在这里的单车投放量也很大，但车辆停放
非常有序。

记者胡冬冬 摄

ofo公司负责人王雅悦为政府部门的主动作为
点赞。她称，市政府起草、出台共享单车指导意见，映
射的是一座城市的责任。对于发展迅猛的共享单车，
政府既要给出足够的生长空间，又要及时处理随之
而来的问题。政府出台指导意见，是对共享单车行业
发展的有力引导。

高校内有志愿者主动维护停放秩序
武汉理工大学学生陈会林是一名文明志愿者，
在校园、地铁站、火车站经常参加文明志愿活动。他
毫不讳言，高校学生中也存在一些不文明骑行行为。
一次，他准备出校办事，发现校门口有两辆“小黄
车”，当他打开其中一辆时，却发现两辆车被锁在一
起。
陈会林说，在校大学生是使用共享单车最大的
一个群体，虽然高校也看到一些共享单车乱停乱放，
但也有更多的志愿者主动服务，维护共享单车停放
秩序。他希望共享单车运营公司与高校联手，共建单
车骑行的“高校模式”，从而为全市示范。陈会林相
信，高校是文明素质相对较高的地方，有条件建成
“骑行样本”。
三家运营公司负责人纷纷表示将与高校联手，
将高校建成文明骑行示范区。
陈会林的建议得到另一位文明志愿者胡龙丹
的赞同。这位长期在地铁站服务的志愿者介绍，他
经常看到地铁站出入口有乱停放的共享单车，每每
这时，他会主动将这些车辆摆放整齐。他发现，后面
的人也会自觉地将车辆按顺序停放。“市民很多不
文明行为，大多时候其实只需要一个‘样本’就可以
规范”。

华昌公司出资 50万元

为的哥的姐健康“买单”

华昌 出租 汽车 公司 是武 汉 市 出 租 车 行 业 最 大 的 国 有 企 业 ，
公司始终将关爱驾驶员的身体健康状况作为企业一项重要工作
来抓，已连续多年坚持为一线驾驶员提供免费健康体检。

华 昌
的姐曾杰
正在抽血
化验
李永刚 摄

昨日清早 7时许，华昌二分公司鄂
AX0601驾驶员曾杰早早地来到武汉市中
医院汉阳分院，她首先在静脉抽血处进行
完第一个检测项目，随后，又来到 B超室进
行了肝、胆、肾等检查。
曾杰说，长年开出租车，经常一忙就忘
记自己的身体，“可公司每年都记得我们，
组织我们到医院进行体检，女驾驶员还会
单独再组织一次有针对性的体检。”
待需要空腹的检测做完后，曾杰和其
他驾驶员一起，拿着医院提供的早餐，到就
餐区与同行们闲聊了起来。
5月 15日至 6月 15日，华昌公司出
资近 50万元，为当期承包驾驶员提供免费
健康体检。

健康体检项目由公司结合出租车行业
职业特点，选择包括了血、尿常规、肝、胆、
肾功能，彩超等多项检查，公司不少出租车
驾驶员说，“正是因为有公司为驾驶员们着
想，才能让我们在跑车的时候没有后顾之
忧。”
华昌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开展驾驶
员健康体检，让每一位驾驶员对自己的健
康状况“心中有数”，真正达到疾病早诊
断、早预防、早治疗的目的，切实保障出租
车驾驶员的身心健康，让他们能以健康的
体魄和旺盛的精力投入到为乘客服务之
中，彰显企业“以人为本”的核心管理理
念。
（文 / 龚越华 徐波）

“不知道在等谁”：

“睡在子夜”：

当峰会上有运营商代表提
将提高共享单车的技术含
从而约束市民的骑行行为
很多网友 点 赞 ：“这 个 可 以
”
用技 术 手 段
管住乱停乱放者的手和脚，事 半
功倍！ 设计和推广单车的时候 ，
就应该认识到这类潜在的问 题 ，
并且往防破坏性能的方向设计。
共享单车 乱 停 乱
放问题， 有时不在于市民素 质 ，
而在于的确不知哪里可以停。 所
以， 这方面政府的配合特别重
要， 运营商负责明确用户的责
任，政府需要做的应该是划 清 区
域，引导规范停车。
共享 单 车 给 人
们生活、 出行带来了极大便 利 ，
共享单车， 更盼共享文明。 市
民 、运 营 企 业 、 政 府 都 应 该 各 司
其职，用心呵护这份来之不易的
便利。

出，
量，
时，
有！

“名字老土了”：
“瞎叫叫”：

“水流花落”：

（记者李亦中）

砸掉车锁毁坏二维码

私占共享单车半个月
一男子被行政拘留 10天
本报讯（记者 刘 智 宇 通讯员 陈
） 男子为长期占用共享单
车，毁坏二维码并砸掉锁具。昨日，
长江日报记者获悉，男子桂某某被
武昌区公安分局行政拘留 10日。
15日晚，武昌区徐家棚，一名男
子骑着一辆没有密码锁的 ofo共享
单车前来，随后将车停在了一家快
捷酒店门口。这一幕被一名过路市
民发现，当即报了警。
徐家棚派出所民警迅速出警，15
日 23时许，骑着该辆共享单车的男
子在经过和平大道赵家墩路口时被
查获。
男子桂某某家住武昌秦园路，
龙 孙逊

他说，看到随处可见的共享单车，自
己心生邪念，“ 想弄一辆单车自己
骑”。5月 1日，他把街边一辆 ofo共
享单车搬到其住处楼道内，使用工具
将密码车锁及前后二维码车牌毁坏
并偷偷丢弃。
被查获后，桂某某十分后悔，表
示愿意赔偿损坏车辆造成的损失。民
警则严肃指出，他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拆卸车辆锁具的行为，可以认定
为盗窃违法行为。
前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武昌
警方对桂某某予以行政拘留 10日
处罚。

城管队员骑共享单车巡查执法
本报讯（通讯员 潘 婧 周 招）17
日，东西湖区径河街城管首次骑上共
享单车开展日常巡查和执法。
径河街属于城乡接合部，辖区
范围大，门店多，巡查车辆很紧
张，大多数城管队员主要靠步行
巡查，但步行巡查效率不高，巡查
队员也很辛苦。城管执法队经过综
合考虑后，决定尝试用共享单车开
展巡查。

城管队员骑着共享单车巡查执
法过程中，发现占道停放的单车后，
会予以清理和规范停放。此举也对市
民进行了一个规范引导。
东西湖区城管执法督察大队相
关负责人表示，径河街城管队员利用
共享单车巡查执法，这是基层队员自
发探索的管理方式，目前还在小范围
内尝试，如果行之有效将考虑进一步
推广。

武汉市工业用地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武工告字（2017 年）23 号

经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政府批准，武汉市江夏区国土资
源和规划局委托武汉市江夏区土地交易中心（以下简称交
易中心）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 3宗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详见附
表）。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
织，除因拖欠土地成交价款等行为被纳入土地市场不良行
为记录档案或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参加竞
买。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在互联网
上进行，即竞买人须通过武汉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
交易系统（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参与竞买。本次出让不
接受除通过网上交易系统提出竞买申请以外（如电话、邮
寄、书面、口头等）其他形式的申请。
四、本次网上挂牌出让地块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
网上挂牌出让文件。意向竞买人可于 2017年 5月 27日起
登录网上交易系统（http：// cr.whtdsc.com）、武汉土地市场网
（http：// www.whtdsc.com）查询下载网上挂牌出让文件。
五、意向竞买人可于 2017年 6月 8日起登录网上交易
系统提交竞买申请，并按照网上交易系统的操作提示交纳

竞买保证金。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到账时间）为 竞得人。
2017年 6月 19日 17时整。
七、竞买人参加本次网上挂牌出让活动须办理 CA数
竞买申请人按网上挂牌出让文件的有关规定足额交纳 字证书，办理流程请登录网上交易系统，详见《数字证书申
竞买保证金，获得竞买权限。本次竞买活动的币种为人民 购指南》（http：// cr.whtdsc.com）。
币，不接受外币竞买。
办理机构：湖北省数字证书认证管理中心有限公司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按照价高
办理地址：武汉市政务服务中心三楼武汉市土地交易
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本次出让地块挂牌起始时间为 中心 5号窗口（武汉市江岸区金桥大道 117号）。
2017年 6月 8日 9时整，各地块挂牌截止时间按公告项目
查询网址：（http：// www.hbca.org.cn）
编号顺序依次间隔 1分钟，首宗出让地块挂牌截止时间为
咨询电话：027-65770373、400-676-7799
2017年 6月 20日 9时 30分。
八、竞买人参加本次网上挂牌出让活动须详细阅读网
网上交易系统在揭牌时，网上交易系统限时 5分钟在 上挂牌出让文件及《武汉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
线询问，有竞买人在此规定时限内表示愿意参与网上限时 指南》（http：// cr.whtdsc.com）。
竞价的，系统自动进入网上限时竞价程序，以竞价方式确定
查询网址：
土地面积 土地用途 规划指标要求 出让 出让方式 竞买保证金
地块编号
土地位置
（■）
（万元）
容积率 建筑密度 年限
工 JX
（2017）011号 江夏区金港新区勤建村 54730.43 工业用地 1.0-1.5 ≥40% 50年 网上挂牌 1515
工 JX
（2017）012号 江夏区金港新区勤建村 42438.57 工业用地 1.0-1.5 ≥40% 50年 网上挂牌 1175
工 JX
（2017）013号 江夏区金港新区杨咀村 26738.12 工业用地 1.0-1.5 ≥40% 50年 网上挂牌 855

武汉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http：// cr.
whtdsc.com）
武汉土地市场网（http：// www.whtdsc.com）
中国土地市场网（www.landchina.com）
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网站（http：// www.wpl.gov.
cn）
咨询电话：027-81815530
联系地址：武汉市江夏区土地交易中心（武汉市江夏区
纸坊街文华路楚天大厦 15楼）
九、本次网上挂牌公告如有变更或补充，以武汉市江夏
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发布的网上挂牌补充公告为准。
武汉市江夏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九日
起始价
估价报告备案号 备注
（万元） 原土地使用人
1515 江夏区土地整理储备供应中心 4211217BA0006 储备地
1175 江夏区土地整理储备供应中心 4211217BA0005 储备地
855 江夏区土地整理储备供应中心 4211217BA0004 储备地

以上地块公示面积均以实测为准，公告内容及地块规划设计条件以地块挂牌文件和最终审批的具体规划设计条件所示内容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