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黄晓庆

共享单车以满足城市居民“最后一
公里”的出行需求进入大众视野，如雨后
春笋般扩充蔓延，在受到市民青睐的同
时，也因随之而来的问题令人诟病。

3月22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在内江市调查发现，目前内江主城区
已有5家运营企业投放了3万余辆共享
单车，但没有一家企业完成了所有备案
流程。对于未经备案擅自投放的行为，
相关职能部门也以“无处罚权”为由不能
采取强制措施。与此同时，共享单车乱
停乱放、拥挤占道、违规载人、未成年人
骑行等问题也在考验着城市管理者。

现象
乱停乱放影响市容

共享单车是内江市民小张上班的
首选交通工具，方便快捷，还不用担心
堵车。但他在使用共享单车时也遇到
了不少麻烦，有时开锁后无法骑行，有
时明明按规定停放，可是 APP 却显示

“不在定点停放区域”，需要支付 15 元
的调度费……

3月22日中午，记者在内江市东兴
区不少街道看到，共享单车横七竖八
地混排在一起，尤其是在繁华的商圈
附近和城乡结合部，这样的现象尤为
突出，常常可以见到共享单车停在非机
动车道上。

备案
目前没有一家完成

按照内江市交通运输局联合多部门
于2019年印发的《关于对从事互联网租
赁自行车租赁服务实行备案管理的通
知》，内江市对共享单车实行备案管理制
度。截至2020年6月，共有6家共享单
车企业提交了备案资料，分别是哈罗、街
兔、美团、迅驰、小溜、易行。

内江市交通运输局运输管理科科长
贾军说，截至目前，没有一家单位完成了
备案流程。

对此，内江市交通运输局道路运输
发展中心副主任吕凤全解释称，2020年
7 月，该局召集 11 部门对 6 家共享单车
企业提交的备案资料进行了审查研究，
经联合会审，同意哈罗、街兔备案（目前
正在走备案流程），其余共享单车暂不同
意备案。2020 年下半年以来，美团、迅
驰、小溜在未经同意备案的情况下，擅自
投放共享单车。目前，内江城区有共享

单车 3 万余辆，其中，正在备案的哈罗、
滴滴单车投放了约1.6万辆，未经同意备
案的美团、迅驰、小溜单车投放了约1.4
万辆。

管理
多次约谈违规企业并无效果
根据贾军提供的材料显示，对未经

备案擅自投放的共享单车，内江市交通
运输局会同城管、交警等部门多次对企
业进行约谈，要求及时清退擅自投放的
共享单车，但企业置若罔闻，均未按照约
谈要求及时清退单车。

贾军说：“对未经同意备案投放的共
享单车，如果没有违反内江市城市市容

环境卫生管理规定和交通管理秩序，我
们没有权限对它进行处罚。”

据了解，目前，内江市交通运输局
正在草拟制定《共享单车管理办法》，将
进一步明确共享单车备案、投放及日常
管理、考核奖惩等工作要求，对未经备
案擅自投放共享单车的行为作出明确
的处理规定。

据了解，内江市交通运输局委托第
三方机构对内江城区共享单车的停靠点
位及容量情况、市民骑行需求量等开展
了调研，根据调研结果，目前，内江城区
停靠点位能容纳约2.3万辆，市民骑行需
求量在2万辆左右。贾军说：“目前已投
放的共享单车数量远远超过了停放容量
和骑行需求量。下一步，待《共享单车管
理办法》出台后，我们将结合实际制定备
案及投放方案，对共享单车投放采取号
牌管理。”

建议
引进第三方组织参与监督管理

对于内江市共享单车的乱象，内江
师范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杨茂
林建议，应鼓励企业及第三方组织参与
监督管理，可以参考其他城市管理经验；
完善共享单车管理的行政执法程序，通
过规范共享单车当场的处罚行为和即时
性强制行为，充分保障共享单车使用者
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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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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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17时）
AQI指数 82 空气质量：良
优：内江、南充、宜宾、巴中、康定、马尔康
良：攀枝花、达州、雅安、自贡、乐山、眉山、
资阳、绵阳、广元、泸州、遂宁、广安、西昌
轻度污染：德阳

23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中国体育彩票3月23日开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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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73—103
空气质量等级：良至轻度污染
成都平原大部城市为优至良，部分城市
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为优至良，
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至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数据来源：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官网）

目前内江主城区已有5
家运营企业投放了3万余辆
共享单车，但没有一家企业
完成了所有备案流程。对于
未经备案擅自投放的行为，
相关职能部门也以“无处罚
权”为由不能采取强制措施。

内江共享单车“野蛮生长”
投放数量远超容纳量

7 星 彩 第 21032 期 全 国 销 售
18724046元。开奖号码：452520+0，一
等奖0注；二等奖10注，单注奖金42077
元；三等奖 26 注，单注奖金 3000 元。
188012876.1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3 第 21072 期 全 国 销 售
32040264元。开奖号码：562。直选全
国中奖11746（四川762）注，单注奖金
1040 元；组选 6 全国中奖 56200（四川
1839） 注 ，单 注 奖 金 173 元 。
33432715.7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21072 期 全 国 销 售
15380314元。开奖号码：56218。一等
奖 99 注 ，单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333467798.1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为2021年5月
24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小红）为确保
成都高新区西园街道第十一届居民委员
会选举合法合规，街道纪工委多举措强化
换届选举监督检查。一是设立选举监督

举报点，接受群众现场监督；二是监督组
巡回检查社区各选举投票站，对不符合规
范的及时纠正；三是现场摆放选举“十严
禁”宣传漫画，敲响廉洁警钟。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小红）3月20
日，成都高新区西园街道檬柏社区开展

“童心绘廉洁 小手画家风”瓷盘绘画活
动。活动以“家风”为主题，小朋友们融

合多种廉洁元素进行创作，一幅幅作品
让“廉”和“家”的种子，种在每颗“童心”
中。此次活动为孩子树立了正确价值
观，营造出风清气正的社区氛围。

西园街道：多举措加强居委会换届选举监督 西园街道：童心绘廉洁小手画家风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冰清 实习
生 杨雅莎）咨询和宣传内容与实际不
符、车辆证件信息不全、虚假车源……
这是四川省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

（以下简称省消委）在 3 月 4 日发布的
《线上购买二手车调查报告》中，6 家
知名二手车线上交易平台存在较多的

问题。
3 月 23 日，省消委会约谈了上述 6

家平台的相关负责人。其相关负责人均
表示，对于调查中暴露的问题“照单全
收”。

人人车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整改虚
假车源问题，对平台开展全面抽查。二

手车之家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从内容展
示、在线咨询渠道、清除虚假车源等方面
进行整改，目前 APP 端和 PC 端已完成
优化上线。

58同城相关负责人表示，已对二手
车板块进行了整体的提升和整改，预计
在四五月完成系统性提升。

内江街头部分共享单车已“占领”非机动车道。

宣传与实际不符、虚假车源、证件信息不全……

省消委约谈6家二手车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