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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Ⅰ·03 关注

本报《郑州新型共享单车遭遇还车难》报道有了回应

郑州市城管局要求车企暂缓扣费
5 月中旬新车投放完后“找车难”有望缓解 定位不准问题预计三周内基本解决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帅 文图

预计到 5 月中旬完成总数 13.2 万辆的新型共享单车投放工作后，找车难的问题有望缓解。

4 月 7 日，大河报 AⅠ05 版以《郑州新型共享单车遭遇还车难》为题，报道了
郑州新型共享单车试投运，引发市民吐槽“找车难、还车难”等问题。7 日上午，针
对郑州市民反映的问题，郑州市城市管理局与各区城管部门以及青桔、美团、哈啰
三家单车企业召开座谈会，探讨目前新型共享单车问题解决方式。
记者结合市民反映的问题，梳理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五个问题，为广大市民
解疑释惑。

郑州已投放单车 2.3 万余
辆，测绘停车点 2 万余处
据哈啰、青桔、美团三家单
车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
哈啰在郑州投放的新型共享单
车 有 4335 辆 ，青 桔 有 10000
辆 ，美 团 有 9560 辆 ，共 有
23895 辆车。其中，金水区是
三家单车企业投放最为集中的
区域，约有 11000 辆共享单车
被投放在该区。
自 4 月 2 日，第一批 13000
处停车点位（电子围栏）上线
后，三家单车企业又完成新测
绘上线停车点位 7012 处。目
前，郑州已经完成测绘上线的
停车点位共有 20012 处。

问 1：
新老单车
为何不交替更换？
有网友称，郑州更换新型
共享单车，为什么要把所有的
老车都收完才换新车？外地更
换新车，都是新老交替一批批
地更换，不影响市民使用，郑州
为啥不能这样做？
郑州市城市管理局相关负

责人称，他们之前考虑是，郑州
以前的老旧共享单车积压量、
超投量非常大，如果是混合退
出更换，新车投放数量等问题
很难控制。既然是上新技术，
且经过实地考察，技术成熟，所
以他们借此把老旧共享单车全
部清掉，通过新技术的投放，彻
底解决郑州老旧共享单车积压
量大、超投量大等控制不住的
情况。
另外，该相关负责人表示，
这也是实现郑州共享单车规范
管理，避免乱停乱放情况的一
个阵痛期，希望广大市民能够
理解与支持。

问 2：
“找车难”
何时才能缓解？

数为 13.2 万辆。其中，青桔 4.9
万 辆、美 团 4.2 万 辆、哈 啰 4.1
万辆。
新型共享单车投放仍需分
段实施，他们在第一阶段要求
4 月 7 日前投放是 3 万辆，目前
已投放 2.3 万余辆。后续，他们
还将组织三家单车企业分批进
行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的投放，
每个阶段还是 3 万辆，预计到 5
月中旬就会完成总数 13.2 万辆
的新型共享单车投放工作。
该相关负责人说，分批投
放主要考虑到，单车企业新车
库存和新技术需要调整，避免
一次性投放 10 万辆以上的单
车造成混乱，形成积压，影响管
理等情况发生。

则是停车点位定位漂移（也就
是市民到达停车点位内，系统
定位不准确，
无法还车）。
首先，对于停车点位不够
的问题，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郑州已经测绘上线的
停车点位共有 20012 处。他们
对停车点位的测绘是根据《非
机动车停放导则》，要求“应测
尽测”，方便市民使用。目前，
他们已对分包各区停车点位测
绘工作的三家单车企业提出要
求，要求其加大对背街小巷等
市民需求较多区域的停车点位
的测绘，并要随时上线，预计两
天时间能完成 90%停车点位
的覆盖。
其次，对于停车点位定位
漂移问题。会议中，除青桔单
车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
会在两天内完成全市停车点位
线上线下的定位修正工作，提
高定位精准度外，美团、哈啰两
家单车企业相关负责人则表示
需要两到三周。
对此，会议要求三家单车
企业在 4 月 20 日前，通过技术
手段，完成全市所有停车点位
（电子围栏）线上线下定位修正
工作，定位准确率要达到 90%
以上，并要求三家单车企业公
布客服电话，方便市民咨询申
请停车点位测绘。
此外，美团单车企业相关
负责人表示，希望广大市民在
还车时，让手机和车都进入停
车点位框内。同时，不要站在
车后，遮挡车锁，将车座提高，
减少对车体定位的干扰。

问 4：
磨合期“扣费”
可否暂缓？
有市民称，新型共享单车
试投运，还在磨合期，市民在停
车点因定位不准，还不上车，能
不能先别扣这 10 元的调度费，
避免给市民
“添麻烦”
！
郑州市城市管理局要求三
家单车企业从 4 月 7 日开始至
4 月 20 日的调试阶段，暂缓扣

除客户因停车定位漂移，无法
按照规定还车的 10 元调度费
用。同时，因此导致未按照规
定停放的，也先暂缓列入单车
企业骑行黑名单计次。
另外，对于之前被扣费的
情况，如果确实是因定位不准，
市民可向单车企业申诉，提交
照片证明，单车企业必须退还
扣除费用。

问 5：
小区门口
都能设置停车点吗？
顶端网友提问，新型共享
单车为啥不能把每个小区门口
设置成停车点呢？
郑州市城市管理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他们这两天正在开
展该项工作，对市区背街支路
和居民小区周边的停车点位进
行测绘。同时，按照“应测尽
测”要求，他们已要求三家单车
企业联合分包区域辖区街道办
事处，完善居民小区周边停车
点位测绘。
另外，金水区城管部门相
关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已在辖
区各小区门前都测绘了停车点
位。

市民建议：
10 块钱调度费
用于奖励依规停放的市民
市民王女士称，她认为，扣
费惩罚不是目的，规范管理才
是目的。单车企业扣除客户不
按规定停车的 10 块钱，说是用
于调度费，但如果真的有人不
按规定停车，其后边使用单车
的市民也会把车停在停车区
内，几乎用不着单车企业调度，
企业反而多赚 10 块钱。
对此，她建议，能否在今后
的新型共享单车管理中，将这
扣除的 10 块钱调度费，奖励给
后边按照规定停放共享单车的
市民。这样不仅能激发市民规
范停车，形成一个良好循环，还
能引导城市更加文明。

问 3：
“还车难”
何时能够解决？
有市民反映，他家门口附

近很难找到共享单车，原本满
大街都是，现在突然找不到了，
感觉很不习惯，平时出行都受
到影响，他想知道共享单车“找
车难”何时才能缓解？
郑州市城市管理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按照调整后的市场
份额，全市投放的共享单车总

有网友说，太费劲了，好不
容易找到一个停车点，结果显
示不在停车区域内，到了地图
上的停车区域，结果是机动车
道，
“还车难”
何时能够解决？
“还车难”一方面是停车点
位（电子围栏）不够，另一方面

郑州市城市管理局召开座谈会，
探讨问题解决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