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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晨报

4086个电子收费车位月底启用
2019 年年底前将实现电子收费全覆盖

交通部门正针对逃费等研究追讨追缴机制

昨天，市交通委有关负责人在做客首都之窗时，就北
京路侧停车管理改革实施路径相关问题进行了解读。 北京
晨报记者获悉， 本月底前， 本市路侧电子收费车位将达
4086 个，2019 年年底前， 全市停车电子收费将实现全覆
盖。 同时，随着北京路侧停车管理改革，本市停车管理企业
将“优胜劣汰”。 预计今年年底前，北京市路侧停车动态监
测和电子收费系统将建设完成。 针对逃费行为，交通部门
正在研究相关的追讨追缴机制。

通过“疏堵结合”缓解停车难

今年 8月，交通部门公布
了本市停车普查的基本情况，
结果显示，截至 2016年年底，
全市城镇地区停车位约 382
万个，夜间停车总数 384万
辆，停车总缺口 129万个。市
交通委停车管理处副调研员
胡海明昨天表示，目前，本市
停车管理存在居住区停车位
同比缺口严重、停车位总比
例失衡、中心区空缺矛盾突
出等特点。停车难、停车乱的
原因主要为供需矛盾、管理
存在问题、小区物业收费不
合理、部分市民停车理念存
在偏差等。“物业停车收费高
了，居民只好占道停车，占道
停车又没人查处，这样就不
好管，所以是管理造成的停

车乱。另外，有些人在停车付
费的理念上存在偏差，能不
缴费的就不缴。这些是导致
目前停车难、停车乱的基本
原因。”胡海明表示。
北京市交通发展研究院
工程师孙海瑞表示，本市将通
过挖潜车位、共享车位、建立
立体停车设施、加强执法等
“疏堵结合”的方式来解决停
车难问题。
此外，针对小区停车费市
场化调解后出现的价格偏高
等问题，孙海瑞表示，小区停
车费由市场定价后，一方面需
要市民转变观念，另一方面，
政府部门也需要做好价格监
管，出台指导办法，明确小区
内价格到底如何制定等。

明年底 路侧电子收费覆盖城六区及通州

对于北京路侧停车管理改
革问题，北京市停车管理事务
中心副主任王炯昨天表示，将
通过 3年的努力，实现统一标
准、统一技术、统一平台，让全
市路侧停车秩序明显改善、城
市道路交通环境和通行效率明
显提升。
“具体来讲，今年年底前，
北京市路侧停车动态监测和电
子收费系统将建设完成。”王炯
表示，交通部门正在城六区和

通州区部分道路进行试点，截
至目前，每个区 10%的路段前
端设备安装工作已经基本结
束，下一步将逐步实现全面上
线运行。“2018年年底前，将实
现城六区加通州区所有路侧电
子收费系统全覆盖，并且完善
相关的配套政策；2019年年底
之前，全市停车电子收费全覆
盖。”王炯称，到 2019年将实现
路侧停车秩序明显好转、管理
水平明显提升。

本月底 4086 个车位施行电子收费

另外，2016年年底，城六
区和通州区选取了 40%左右
的路侧停车位试点路侧电子
收费。王炯昨天透露，自去年
12月 29日石景山实行电子
收费至今，近一年时间已陆
续完成了 4086个路侧停车
位的电子收费设备设施建
设。“目前，已经有 21条路
段、近 2000个车位上线，剩
下的 2000多个车位将在未
来 10余天陆续上线。也就是
说，本月底之前，4086个车位
将全部具备上线运行条件，
施行电子收费。”届时，市民
可以通过北京交通 APP自行
缴纳停车费，也可以按照传
统的方式找到管理员，通过
管理员手中的终端设备进行
缴费。支付方式包括支付宝、
微信、一卡通、ETC、银行卡。
另外，如果停车位附近设有
自助缴费终端，也可通过终
端缴费自行缴费。
针对一些车主的逃费行

为，王炯表示，交通部门正在研
究相关的追讨追缴机制。“下一
步，北京的安全管理条例即将
出台，条例里面明确了相关的
法则，所有的欠缴记录在后台
都有记录，按照北京市安全管
理条例的原文规定，我们要和
全市的公共信息平台、信用信
息平台进行对接，要把相关的
欠缴信息纳入到平台，同时在
相关的官方网站、媒体进行公
告。除此之外我们也正在研究
和一些主流的类似支付宝这样
第三方的信用平台关联，打组
合拳，目的是为了提高大家的
自觉停车缴费意识。”
进行路侧电子收费之后，
是不是停车管理企业、停车管
理员就要退出历史舞台？对
此，王炯表示，目前城六区的
路侧停车企业大概 80余家，
通过改革后，一个区最多两
家，这也意味着停车管理企业
将“优胜劣汰”。
北京晨报记者 曹晶瑞

模型嘉年华

日前，在北京市崇文小学科技模型制作嘉年华上，2000 多名学
生通过力翰科学表演秀、气火箭模型制作、VR 眼镜制作等项目体验
了学习、创造、动手、动脑的乐趣。
北京晨报记者 李木易 / 摄

机场线发车间隔将缩短至 4 分钟
预计 2019 年 6 月前实现
北 京 晨 报 讯 （记 者 王 海

北京晨报记者昨天从市发
改委获悉，北京地铁机场线车
辆段改扩建工程近日获得市发
改委批复，预计到 2019年 6月
前工程建成投用后，发车间隔
有望从目前的 10分钟缩短至 4
分钟，运力大幅提升，更多旅客
将有座位可以坐。
北京晨报记者获悉，市发改
委配合各有关部门，已经启动提
升机场线服务水平项目建设工
作，包括机场线城市值机改造、
机场线增购车辆、机场线车辆
段改造和机场线西延工程。
其中，机场线车辆段改扩建
工程拟在既有机场线天竺车辆段
范围内新建停车列检库、轨道车
亮）

库等，改造露天停车场、联合列检
库及相关配套设备设施，同步对
机场线 10kV环网供电系统进
行升级改造。项目拟投资 4.56亿
元，建设工期 17个月，计划 2019
年 6月前建成投入使用。
这项工程投入使用后，乘客
将享受到三大好处——
—有地儿
坐了，发车间隔缩短了，运营更
安全了。市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介
绍，轨道交通机场线于 2008年
开通，目前日均客运量已超过 3
万人，满载率已达到列车总定员
（坐席 +站席）的 114%，旅客乘
坐舒适性较差。改扩建项目实施
后，可缩小机场线发车间隔，有
望从目前的 10分钟缩短至 4
分钟，大幅提高机场线运输能

力，大幅提升航空旅客乘坐体
验。同时，增加停车列检库、轨道
车库等设施，满足机场线车辆停
放需求，机场线增购车辆到位
后，将有更多车辆上线运营，减
小机场线发车间隔。
此外，就机场线安全运营而
言，目前机场线区间照明等跟随
用电，与车辆牵引用电共用一个
10kV回路，如果跟随变电设备
发生故障，牵引用电也将同时断
电，导致线路中断运营。通过对
机场线 10kV环网改造，将实现
牵引用电和跟随用电相互独立
运行，提升线路运营安全保障。
记者同时获悉，目前有关
部门正在牵头组织研究机场线
城市值机改造建设方案。

3 宗经营性用地成交
五里坨商品房均价不超过 52024 元 / 平方米
北京晨报讯（记者 张璐）昨
天，北京土地交易市场成交了 3
宗经营性用地，土地面积约 26
公顷，建筑规模约 54万平方
米。其中位于石景山五里坨的住
宅地块，将来商品住房的销售均
价不超过 52024元 / 平方米。
三宗地块中有一宗为住宅
地块，为石景山区五里坨建设组
团二 1601-053地块等 F3其
他类多功能用地、R2二类居住
用地、A334基础教育用地。该
地块地处西六环内，临近永定
河，周边还有阜石路、轨道交通
S1线等，交通较为便利。该宗地
土地面积约 20公顷，总建筑规

模约 35万平方米，采用“限房
价、竞地价”的交易方式，即土地
出让时就预先设定未来商品住
房的售价。根据出让文件，该地
块将来商品住房的销售均价不
超过 52024元 / 平方米，最高
销售单价不得超过 54625元 /
平方米，同时，该宗地全部居住
用途建筑规模均建设为普通商
品住房，套型建筑面积 90平方
米以下住房面积所占比重均需
达到 70%以上。最终北京万湖
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盛新置
业有限公司和廊坊市卓越锦华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联合体以
78亿元竞得，溢价率为 12%，成

交楼面价为 22511元 / 平方米。
昨天同时成交了 2宗商业
金融用地。一宗是石景山区鲁谷
路 1614-631地块（银河商务区
L地块）B4综合性商业金融服
务业用地，建筑规模约 8.8万平
方米。最终该宗地由天安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和北京保险产
业园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联
合体以 21.1亿元竞得。另一宗
是丰台区丽泽金融商务区南区
D-02地块 B4综合性商业金融
服务业用地，建筑规模约 10.5
万平方米。最终该宗地由华夏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
公司以 35.5亿元竞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