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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场比路边贵，
停一天多花百余元

泉城路商圈作为济南市的
黄金地段，设有多处道路停车泊
位、地上停车场和地下停车场。
但各个停车场之间以及停车场
和道路停车泊位之间的价格并
不一致。

5日下午，记者来到济南市历
下区泉城路商圈，发现大多数的
地下停车场价格多为每小时6元，
一些停车场还需预付20元作为押
金，多退少补。

在红尚坊地下停车场入口
处已经贴上了最新的收费标准，
从原先的每小时4元涨到8元，但
暂时还未实行，若这一标准开始
实行，红尚坊地下停车场或成为
泉城路商圈收费最贵的停车场。

在贵和商厦西侧的停车场，
50多个停车位停了不到一半，橘
黄色的收费牌醒目的摆在停车场
入口处，标明24小时停车收费均
为每小时6元。而在贵和商厦东侧
的县西巷道路两侧，约两百多个
停车泊位被停得满满当当，还有
不少车辆在排队等待车位。

这些路边停车泊位执行政府
定价，白天每小时2元，夜间停车
最高5元一次。也就是说，若将车
辆在道路停车位上停放一天，共
花费29元，而在周边的地上或地
下停车场内同时段停车的话则需
要花144元，多花115元。

“路边停车比进停车场更方
便也更便宜，肯定先找路边的
停车位。”在县西巷道路泊位停
车的胡先生说，停车场的价格
明显高于道路停车泊位，所以
开车前来的市民优先选择将车
辆停放在路边，而路上的车位
非常紧张，等车位和错车都容
易造成拥堵。

在泉城路商圈，除了“抢”车
位的市民，还有一部分人因为停
车收费贵加上道路拥堵，而选择
公共交通出行。“停车场的收费太
贵，路边停车位又很难找，索性就
坐公交出门，能省一笔不小的停
车费，还能节约等车位的时间。”
在泉城路逛街的马女士说。

商圈停车场和路边车位的俩“娘家”不统一

停车场的费用是如何调整
的？“因为周边停车场都在涨
价，所以三联停车场的停车费
用也从最开始的每小时2元逐
渐涨到了现在的每小时5元。”
三联商厦停车场的管理人员
说，之前有政策表明核心商圈
的停车场定价可以执行市场调
节价，这个定价也是根据规定、
迎合市场情况进行调节的。

根据去年9月底济南市发
改委发布的《进一步规范我市
机动车停车收费行为》，济南
市全面推行停车场收费双色
公示牌，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停
车场，使用蓝色收费公示牌，
而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停车场，
使用橘黄色收费公示牌。“去

年十月份停车价格从每小时4
元涨到了5元，泉城路作为核
心街区，根据以前的定价标
准，每小时6元左右的价格也
是合理的。”该管理人员说，停
车场共有74个车位，工作日每
天可停1 0 0余车次，节假日能
达到2 0 0多车次，从实际情况
来看，调价前后停车数量并没
有受到价格影响。

除了停车场外，道路停车
泊位怎样定价？沃德超介绍，道
路泊位价格由政府统一定价，
停车管理公司只负责运营；而
周边车场都属于商场自行运
营，执行市场调节价，双方互不
影响，所以也就形成了现在的
收费局面。

济南提出阶梯化收费近八年，至今仍未落地

早在2014年，杭州就已经实
行了停车收费差别化，停车价
格按照核心区域、一级区域、二
级区域依次递减，市内核心区
域停车费明显高于其他区域，
核心区域停车泊位每小时的收
费价格由 6 元涨到了 10 元，从
第二个小时起每小时 12 元。

据了解，自从实行停车收
费差别化，杭州停车泊位的日
均周转次数有所提升，每辆车
的停放时间由以前 2 小时以上

缩短到 1 小时 20 分钟左右，减
少了 40%。

2010年济南两会上也曾提
出停车场阶梯收费的方式，以
减少进入中心城区车辆数量。
在《济南市机动车停车收费管
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提出
了济南的停车场被分为三类区
域，不同区域的停车场实行不
同的停车收费标准。

以小型汽车为例，商圈、
景区等繁华路段为一类区域，

道路停车泊位收费标准为每
小时6元，露天停车场每小时5
元，地下停车场每小时4元；市
区其他区域为二类区域，收费
标准为每小时4元；市区以外
作为第三类区域，标准是每小
时2元。

不过，该办法最终并未落
地。时至今日，济南机动车保有
量已经突破200万大关，差别化
收费这个喊了8年的治堵办法，
仍不知何时才能到来。

专家：可通过招标提高停车管理效率
山东交通学院副教授崔晓

介绍，差别化收费的设计初衷
是越拥堵的地方，停车价格越
高。通过提高停车费，减少开车
进入核心商圈的车主，从而减
少堵车。

“道路泊位好停放，价格又
低，是车主停车的第一选择。但
是如果停不下，不少车主宁可
在路上转圈或者路边违停也不
愿意停到高价的停车场。此时
如果路面执法不严就会对交通
造成较大影响。”崔晓分析，所
以“路内高于路外”的价格策略

需要配合严格的停车管理一起
实行，把车辆往停车场内引导。

济南提出停车区域差别化
收费已经好几年了，但是一直
没有真正推行。对此，崔晓认
为，一方面，道路停车泊位向市
民收取的费用准确来说应叫做
道路资源占用费，费用变动由
物价部门、停车管理部门和交
警部门等多部门联合参与制
定，同时近年来物价局严控价
格，因此一时难以改动；“另一
方面，即便真的实行差别化收
费，路内和路外、城市核心区和

周边区域之间价格差距具体多
大，也是问题。如果差距不大，
随着人们经济水平不断提高，
效果也不会很明显。”崔晓说，
最好的办法还是取消全部道路
泊位，还路于交通，再对停车场
进行建设和价格调整。

此外，济南目前的城市停
车是由政府指定的停车管理办
公室和停车管理公司主要运
营、管理，崔晓认为，尝试像北
京一样通过招标来确定停车管
理收费权，也许对提高停车管
理效率和灵活性有好处。

□记者 刘紫薇 郝小庆

2018 年起，济南市
将禁停道路拓展到全
部主次干道，停车问题
尤其是中心城区停车
难或将再次升级。为
此，记者探访了泉城路
商圈，发现停车场和道
路泊位收费标准复杂
多样，路外停车比路内
停车还贵的现象普遍。
在全国 15 个副省级城
市中，济南是唯一一个
没有实施差别化停车
收费的城市，商圈停车
收费模式更是与其他
城市“路内高于路外”
的治堵原则相悖。济南
喊了多年的“差别化收
费”至今仍未落地。

2016年起，青岛国际机场
停车场采取停车15分钟免费，
按照距候机楼远近实行差别
化收费政策，增加免费停车规
定，鼓励即停即走。

车辆进入青岛国际机场
停车场可以免费停放 15 分钟，
超出时段的，在扣除免费时段
后按实际停放时间，实行差别
化收费。根据公共停车区域特
点，按照距离候机楼远近，划
分近端停车场和远端停车场，
实行差别收费。通过累计递增
收费方式，对近端停车场，区
分首日和多日，在首日内，区
分停车时段，分别制定相应收
费标准。对连续多日停放车
辆，在提高不同停车时段、时
长停车收费标准的同时，实行
单日最高限价、缩短累进递增
天数的措施。 据《青岛晚报》

近日，深圳出台了最新的
机动车停放收费政策，区分不
同区域、不同位置、不同时段、
不同车型的机动车停放服务
实行差别收费。

政策将停车设施区域划分
为三类：一类区域为商业、中心
区，二类区域为市区的其他区
域，三类区域为市区以外的区
域。以小型汽车为例，若在一类
区域，工作日的高峰时段和非
高峰时段收费有明显差别，在
早8点到晚8点的高峰时段停车，
第一小时收费15元，停车一小时
后的每半小时收费1 . 5元，而在
晚8点到次日早8点的非高峰时
段停车，每小时收费1元。而在二
类区域的高峰时段停车，第一
小时收费5元，之后每停车半小
时收费1元；在非高峰时段停车
每小时0 . 5元。 据《深圳商报》

泉城广场停车场
实现“无人值守”

近日，济南泉城广场智能
停车场已经开始试运行。该智
能停车场位于泉城广场西侧，
趵突泉东门对面，分为A、B两
个区域，共有130个车位，全天
24小时开放。

8日，记者来到该智能停车
场，看到停车场入口处的显示
屏上显示着空车位的数量，在
停车场里的墙上贴着二维码以
及缴费流程。市民可扫码关注
公众号，添加车牌号进行缴费
信息的确认，支付后便可将车
开出停车场。整个停车流程不
需要人工，实现了“无人值守”。

据介绍，停车场收费为每
小时6元。“手机操作挺方便，价
格也还可以。”在该停车场停
车的王先生说。

除了可以停放车辆，该停
车场还设置了洗车和修车处。

“洗车房正在进行收尾工作，
很快就能投入使用。”泉城广
场停车场的工作人员说。

记者 刘紫薇

深圳:

停车区域划为三类
一类比二类贵三倍

“全面禁停”凸显济南停车尴尬
济济南南市市泉泉城城路路商商圈圈县县西西巷巷道道路路停停车车泊泊位位停停满满了了车车。。 记记者者 刘刘紫紫薇薇 摄摄

青岛:

国际机场停车场
按距候机楼远近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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