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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万年轻人的生活方式
封面新闻

忽如一夜间，已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兴起的共享单车，悄然在成都街头“冒”了出来。据了解，随着永安行、摩拜单车、
一步单车这些共享单车平台宣布各自将在成都投入数万辆共享单车，成都肇始于11月的这一新兴出行方式，将在蓉城的街
头巷尾遍布红、蓝、黄三色单车。

不过，记者随即调查发现，看上去很美的共享单车在成都的体验并不完美。扫码难，停放乱的情况并非个例，具体骑乘过
程，有些消费者更是坦言，“不如普通单车”。不仅如此，还有诸多待解的顾虑困扰着消费者。而面对成都市场的这新兴交通
形态，相关部门已表示正在密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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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车难
停放乱

成都新兴共享单车

问题多

“一步单车”联合创始人林袁:

“公测期”有问题正常
停放有赖良好习惯

就当下成都共享单车的种种问
题，一步单车联合创始人林袁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称，目前的共享单车市场
仍不完善，体验有瑕疵属于正常现
象。“我们也正在公测期，可能有些车
子扫码有问题，不过我们已经给用户
发放了5元的红包，希望可以为用户
挽回这部分的损失。”

面对目前的单车违规停放，他也
显得颇为无奈，林袁说，公司已经派出
人员进行线下的巡检，不过这无疑是
杯水车薪。“未来主要还是依靠消费者
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

至于防盗问题，他坦言，目前还没
有一辆自行车能够做到绝对的防盗，
这个方面公司除了系统的纠察，未来
也会进一步和公安系统合作。“这个
月，我自己都去了两趟派出所了。”

虽然面临各种问题，林袁仍然对
共享单车市场乐观以对。“大家也看到
了，现在光成都的竞争都这么激烈。
有市场才会有竞争，现在的共享单车
还是一个起步期，相信这些问题未来
都会得到妥善解决。”

知/道/一/下

共享单车的“身世”
●自行车共享计划也被称为“公

共自行车”“自行车共享”或“智能自行
车”，自行车共享计划，包括短期市区
自行车出租方案，使人们能够在任何
自助的自行车站借走自行车，并能在任
何其他车站归还，这使得自行车共享计
划成为最理想的点对点出行方式。

●自行车共享的原则很简单：个
人基于“按需”的基础上使用自行车，
没有自行车保有的成本和责任。

●过去的十年，在巴黎和伦敦这
样复杂的大型城市里，自行车共享计
划已经从城市交通的有趣实验，发展
为主流的公共交通选择。

成都街头11月间突然兴起“共享单车” 相关部门已密切关注此新兴交通形态

据报道，时下北京的共享单车势
头十分火爆，尤其是中关村多条街道
整齐地停满了这种单车。然而，一些
正常骑车的市民却纷纷抱怨，自己没
地儿停车了。而此前，外地还出现了
城管对非法占用公共资源的共享单
车进行处理的情况。

事实上，共享单车新兴的成都也
存在单车乱停放现象。市民陈先生
告诉记者，20日，在他开车上班的途
中，便看见一辆共享单车正停放在人
行道的非划线区域。随着共享单车
汹涌而来，用户乱停车的问题也日渐
加剧。成都交警对此表示，根据《道
路交通安全法》，自行车驾驶人应当
在规定地点停放。未设停放地点的，
非机动车停放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
行人通行；《成都市非机动车管理条
例》规定，自行车等其他非机动车，禁
止在车站、轨道交通站点等交通集散
地，以及医院、学校、商场、步行街等
人员流动密集场所周边区域非停车道
路上停放。上述法律法规还规定，如
自行车驾驶人违反相关规定，处警告

或者5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如拒绝
接受罚款处罚的，可以扣留其车辆。

据了解，在我国其他城市，城市
共享单车的使用，便带来了诸如乱停
放的问题。而用户乱停乱放或骑车
违章，被交警拦下后，抱着“反正不是
自己的车，扣了就扣了”的心态，不愿
交纳罚款，接受相应处罚。对此，相
关人士表示，这些问题将倒逼管理部
门开启新一轮的思考，只有经过充分
和科学的调研，制定出具有切实可行
的规范措施，才能对共享单车进行有
效的管理。

在成都之前，北京、上海、广州早
已兴起了共享单车的风潮。这一新
兴出行方式在提供便利的同时，也暴
露了不少问题，并引来市民吐槽。

共享单车用起来很简单：下载
APP，绑定手机号，输入真实身份信息，
交相应的押金就可以了，使用时按半小
时0.5元或者1元进行计时收费。

目前，成都的城市共享单车，押
金在99元-299元之间，租车费用为半
小时0.5元或者半小时1元。一次性交
299元的押金，有些市民表示“不安
全”，如果押金要不回来怎么办？

此前有外地的市民反映，在某些
条件下（与价格挂钩的信用分机制），
使用费从原先的1元/半小时上涨为

5元/半小时。如果忽略这个信用分
问题，计费出错又该找谁？这也是使
用者的一大顾虑。更为极端的是，如
果单车在租用过程中被盗，损失是否
由使用者来担？

除了收费，安全问题也是大家普
遍关心的。有了这些停放在路边、地
铁站外、公交站旁的共享单车，私家
车停车难、城市拥堵以及最后一公里
等问题或可以缓解，然而，这些平台
单车整天日晒雨淋，如果因为自行车
的质量问题在骑车时发生意外，这责
任由谁来承担？

对于以上种种使用顾虑，成都市
交通部门表示，城市共享单车是新生
事物，他们也在密切关注。

只要用APP扫一扫车上的二维
码，再在密码锁上输入弹出的密码，
就能骑走街上停放的“一步单
车”——虽说操作流程极简，却也不
是所有消费者都可以一次性成功。

前日，磨子桥地铁站附近的一
家便利店门口，停放着10辆一步单
车。不少行人在一旁驻足观看，另
有几人则摆弄着手机，试图尝试下
这种新兴的共享单车。然而，费了
一番周折，能一次性骑走单车的却
寥寥可数。

大学生小王告诉记者，她觉得
这类出行方式非常新奇，于是和同
学约好，一同骑车出游。不过，她
第一次扫码并没有成功。“怪了，明

明密码都输进去了，为啥子车子还
是打不开？”眼看朋友已经打开密
码锁，她的脸上略显焦急。随后，
她又用APP扫了两辆单车的二维
码，但还是没能打开锁。“怎么办，
扫一次就扣5毛钱，还没开始骑车
就扣了一块多。”所幸，在扫了第四
辆单车并输入密码后，车锁终于开
了。

取车不易，让李先生张女士夫
妇，也经历了小王一样的遭遇。张
女士在扫了5次单车后，颇为尴尬地
选择了放弃。“要么显示车辆异常，
要么就是输入密码不能开锁。”虽然
李先生成功打开了一辆单车，但最
后两人也只能悻悻作罢。

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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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一步单车，各色共享单车
仿佛一夜之间出现在了成都街头，
从而引起不少市民的注意，其中不
乏尝鲜者。

20日下午，在成都红星路一处
单车停放点，从事房产经纪的张先
生和赵女士在一排单车旁饶有兴致
地打量着。“有时候带客户看房子，
不能骑电动车载人，只能打车。有
了这个（共享单车），可以骑着从一
个楼盘到下一个楼盘，还挺方便。”
赵女士说，她打算试一试。不过当
她得知共享单车可以随处停放时，
又直摇头，“骑到三环外扔在那也可
以？还是应该划定区域停放吧。”但
如果划定了固定停放区域，共享单
车的便利性无疑会大打折扣。

正说着，川大在读研究生小范
和女朋友各自骑着一辆共享单车经
过。“这辆车可能停的时间长了，我

用时车座和车把上全是灰尘，骑起
来还有点费劲，只适合短距离使
用。”小范说，共享单车虽然提供了
便利，但用户体验并不算好。“而且
现在成都有3家运营商，这就意味着
我们得交三份押金才行。”小范解释
说，他骑的是“一步单车”，但如果需
要用车时附近只有另外两家的，就
需要再交押金才能使用。

成都市民黄先生上周末也体验
了成都另一个共享单车平台——摩
拜单车，车座高度不可调节问题让他
很不爽，“坐垫又硬又高，骑起来有些
难受，还不如骑普通的自行车。”

记者注意到，路边有几辆单车
停在了一家餐馆门前。店主告诉记
者，店门口放了一堆共享单车，肯定
会对自己的生意产生影响。“放个三
五辆还行，要是再多点，我肯定不
让。”店主说。

好尴尬
连扫5次码也取不了车

不好骑
车座不能调，骑来费劲

管理
应对

共享单车停放：新事物新问题

事实上，目前共享单车除了已经
出现的解决用户体验的问题外，如何
保护车辆也是问题。

针对目前大火的城市共享单车
的使用，上海有媒体曾进行过体验，
并遇到尴尬：APP上显示的附近车
辆，导航找过去却没有找到车，找了
一大圈，发现车停在一个车库中。

使用者违规停车、恶意破坏车
辆、刮划二维码、贴小广告等不文明
现象，无疑会给城市共享单车的使用

带来种种不便。对此，有网友提出建
议，将市民不文明使用共享单车的行
为纳入到社会的诚信体系中，把破
坏、违规使用共享单车的市民，列入
失信“黑名单”，提高违规使用共享单
车的成本。

除此之外，车辆平日摆放在户外，
车辆的防盗也让人存疑，记者了解到，
目前各大共享单车平台普遍在车辆上
安装GPS系统，“不过真想偷，谁也没
办法。”一位业内人士无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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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工商联副主席李光金：

四川经济大事件
为民企发展备足“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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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保护车辆？
网友建议：列入个人信用

押金安全吗？
被盗谁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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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单车已引起市民广泛关注。

便利是这一新型出行方式一大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