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享单车实际上给我们一个启示，就
是在成都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典
范城市的实践中，市场主体大有可为。

现在，在成都有4家共享单车经营企
业，摩拜、永安行、ofo和本土的1步单车，单
只看1步单车的运营数据，就令人震撼。不
过三周，1步单车的注册用户就达到10万
人左右，活跃用户稳定在80%上下。这是成
都推行已近6年的公共自行车也没有达到
的效果。不能不说，这对正在推进绿色发
展建设美丽中国典范城市的成都而言，是

一个意外惊喜。。
近十年来，很多大城市都先后发出过

绿色出行的倡导，但效果并不明显。然而，
经过“互联网+”加持的共享单车，却能一
下引爆低碳出行，靠啥？除了便捷等因素，
满足青年人的社会心理需求，巧妙造势、
形成单车出行文化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当今时代，绿色发展已由产业末端治
理、生产绿色化扩展到消费绿色化。形成
包括低碳出行在内的绿色消费方式，需要

“软”“硬”一起抓。“硬”，当然是制度规范，
“软”，则要善用文化熏陶。国无文化，急功
近利；人无文化，浮躁浅薄。可以说，绿色
文化就是绿色发展的灵魂，它是一种观
念、一种意识和价值取向。形成绿色文化，
不仅要靠政府从“面”上去进行制度安排，
去用舆论营造氛围，更要依靠企业从“点”

上去实实在在地推进。以共享单车为例，
政府推进几年成效不大的事，共享单车短
短三周做到了。为什么？摸准用户心理，精
准地get到受众的那个“点”，形成一种消费
文化，从而搅动一池静水，把围观者变为
实际用户，再以用户需求为导向，不断改
善用户体验，对一时兴起者成功圈粉，不
断扩大用户范围，这恰恰是企业的长项。

低碳，是人人心中的美好愿望。但从愿
望到现实，总是隔着遥远的距离。政府希望
大家低碳出行，但不可能用行政的力量去要
求市民过“苦行僧”的生活。客观来说，大多
数人不会为了单一的低碳因素而主动放弃
更加舒适的出行选择。那么，当行政的力量
乏力，何不将其交给市场？

当然，交给市场并不是放任不管，比
如对公共自行车的投入，理应是政府分内

之事，但在资金人力不足的情况下，借助
市场之手来解决市民出行“最后一公里”
的痛点，是一个很现实的考量。有时候，政
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时候，亲力亲为的结果
并不一定和初衷成正向效应。但如果大胆
把关乎民生的公共服务交给市场，并找准

“两只手”的最佳结合点，充分发挥政府监
管和市场灵活高效的叠加优势，就会事半
而功倍。令人乐见的是，当下针对共享单
车，成都正抓紧研究配套措施，想必政府
市场合力下，共享单车将更好地服务广大
市民。

现在，单只“1步单车”一家，就有8万
活跃用户。全成都1600万人口中，这2%人
群好比火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随着共
享单车的健康发展，必定会加快成都自行
车绿色出行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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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日来，越来越多“共享单车”陆
续出现在成都大街小巷，在方便市民
的同时，却也因为停放不规范等问题
引起市民热议和相关管理部门的重
视（成都商报连续报道）。近日，在环
球中心，“共享单车”因停放问题再遇
尴尬，物业方不得不将单车集中存放
到地下室。对此，有专家指出，如何让

“共享单车”更规范有序，需要管理部
门、单车企业和市民共同协作。

成都商报记者近日发现，在成
都，已经有市民开始主动投身志愿活
动，他们专门寻找停放异常的单车，
并将其一一“解救”，让这些单车更好
地被循环利用。

共享单车乱停影响出入 环球中心物业无奈清理集中存放120辆

志愿者街头“狩猎”寻找停放异常的单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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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成都农业论坛12月1日举办

大腕云集共话“产业融合发展”
12月1日上午，第四届成都国际都市现代农业

博览会重磅打造的首届都市现代农业发展（成都）
高峰论坛将在世纪城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据悉，论
坛将以“三产互动、融合发展”为主题，围绕都市现
代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农业创新创业等话题，邀
请国内外多位农业行业顶级专家进行主题演讲、经
验分享，旨在深化行业交流合作，共同推进都市现
代农业发展。

全球农业大咖会聚论坛

首届成都农业论坛由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
国家发改委农村经济司支持，成都市人民政府主办，
是成都农博会“一展一会”两个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论坛已邀请到多位在行业内颇有话语权
的嘉宾作主题演讲，包括国家发改委农村经济司副
巡视员邱天朝，以色列驻成都总领事馆总领事蓝天
铭，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辉，武汉现代
都市农业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育敏等。此
外，国际知名的波士顿咨询公司全球合伙人、董事总
经理扎里夫·穆尼尔也将围绕农业创新进行主题演
讲。同时，众多国内外农业领域专家学者、政府展团代
表以及国内外商协会、企业代表将参加论坛。美国田
纳西州专家及企业代表团、俄罗斯俄中商务园代表
团、国际合作社联盟代表团、波兰欧亚商业教育基金
会代表团等30余人将参会，中国农业科学院多位院
士、专家也将参加会议。论坛参会人员将超过400人。

多项展期活动精彩纷呈

第四届成都农博会期间，还将举办第二届成都
农业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论坛，第三届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发展论坛暨成都都市现代农业投资项目推
介活动，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发展论坛暨国家智
慧农业科技创新联盟成立大会，2016国际合作社联
盟中国合作社论坛，成都、资阳、甘孜、阿坝、凉山
农产品营销暨企业对接会等多项活动。

其中，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发展论坛暨国家
智慧农业科技创新联盟成立大会邀请到中国农科院
副院长、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秘书长万建明院士
致辞，中国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学科的主要创建人
之一汪懋华、中国农科院首批跨世纪学科带头人唐
华俊两位院士做专题报告。参会嘉宾中也有多位院
士，可谓“大咖”云集。国家智慧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将
在会上揭牌成立，意义非凡。此外，第二届成都农业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论坛邀请了农业部市场与经济
信息司副司长王小兵 ，国内农业农村电子商务领
域顶级专家、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汪向
东，四川省商务厅副厅长杨春轩进行主旨演讲。

成都商报记者 李秀明

本周五
成都将办HRS企业人力资源峰会

成都商报讯（记者 叶燕）如何拥有全面的
人才管理体系？成都民营企业对人才有哪些需求？
12月2日（本周五），2017成都市HRS企业人力资源
峰会暨人力资源服务生态论坛将在成都举行。本
次活动由市经信委指导，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市
中小企业服务联盟、成都工业人才促进会共同举
办，旨在满足众多企业的精准人才需求。

本次活动分为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展、高校
对接、主题讲座、沙龙研讨等环节，智联招聘集
团HRD郑啸、美国PDP管理教练技术专业导
师许植、国内知名大型软件企业HRD余琳等
将发布主题演讲。

如何以经营的思维和方式做好人力资源
管理？未来人才的变革与联盟是什么？中国人
力资源论坛COO、安氏绩效管理研究院院长
安权；聘谁网络科技成都有限公司创始人胡春
雪将分别详细解答。

主办方介绍，活动主要对象为企业人力资源
总监、中高层管理者、总
经理、负责人等，报名方
式分为三种，直接报名电
话：962578、87710082；打
开“成都市中小企业网”
点击报名通道；或者扫描
右方二维码报名。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联销“排列3
和排列5”第16326期 排列3中奖号码：
363，全国中奖注数4272注，每注奖额
1040元；排列5中奖号码：36318，全国中

奖注数50注，每注奖额10万元。●中国体育彩票
超级大乐透第16140期开奖结果：前区12、16、
23、29、34 后区 04、11。一等奖9注，每注奖金
7220551元，追加0注；二等奖121注，每注奖金
79106元，追加28注，每注奖金47463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四川联销“3D”
第2016326期开奖结果：690，单选775
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3，0注，单注
奖金346元，组选6，1692注，单注奖金

173元。●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七乐
彩”第2016140期开奖结果：基本号码：28、18、
26、12、30、14、21，特别号码：22。一等奖3注，单
注奖金547904元。二等奖6注，单注奖金39136
元。奖池累计金额0元。（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
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兑彩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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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 今日 多云间晴 3.9℃~14.8℃ 南风1~2级
明日 晴 5.2℃~14.7℃ 南风1~2级

扫码加入商报志愿者微信群
一起来做“城市共享单车志愿者”

成都商报专门建立“城市共享单车志愿者”微信群，只需
扫一扫右方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进来成为文明成都的一分
子，成为志愿者一起来曝光和纠正不文明行为，让更多成都
市民享受绿色环保又时尚的出行方式。

阴冷天气下，成都环球中心的广场显
得愈发空旷，百米外，一辆橘红色单车格
外显眼。广场公区秩序维护员林云（化名）
皱了皱眉，这辆车又停在进入商场的过道
旁，他必须把车挪开以免影响客人出入。

林云和同事们的“单车大作战”始于
一周前。他回忆，这些单车或出现在盲道，
或出现在道闸，或出现在地铁出口，有时
很影响人车出入。后来单车越来越多，大
家才明白这叫“共享单车”，是新事物。

由于找不到主人，又无法骑动，林云
和同事们只能一辆一辆地逐一挪移，为
此，商场方专门腾出部门地下室一块区
域，集中存放这些乱停放的车辆。

为了及时处理乱停放的单车，秩序部
每天派出两个人，专做一件事——“找

车”，每隔两小时巡逻一次。
但单车数量增长之快超过他们的想

象。在一份“共享单车”每日治理表格中，
以摩拜单车为例，11月21日首次清理，只
有2辆，三天后增加到14辆，11月28日下午
3点左右收了17辆。

从11月21日到11月28日，已有81辆摩
拜单车被存放在地下室，加上永安行和1
步单车，地下室已有120辆车。稍有动静，
车子还会发出警报。“通知了他们来取车，
现在还一直没来”。一位工作人员说。

据工作人员介绍，其实广场周边共有
3个非机动车停车场，停车量可达4000多
辆，他们希望，单车公司能够和这些大型
商场协商一下，在相应地方规划出停车地
点，这样也许能两全其美。

如何让“共享单车”更加规范，成都市民
其实也提了不少颇有想法的建议，这些来自
民间的智慧，甚至已得到了单车企业的点赞。

在成都商报建立的成都单车沟通群
中，市民江先生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昨
晚东大街上一辆单车差点就被人停到机
动车道上。”他表示，“有没有可能组织一
个城市公益活动：全城随手拍随手扶。”
他解释，看到乱停的“共享单车”，市民可
拍摄并挪至规范地点。共享单车公司则
可以推出相应的奖励措施。“每扶一辆
车，可以积累积分，一定的积分可以兑换
单车免费骑行券。”对此，1步单车相关负
责人就表示值得纳入考虑。

“人行道上两棵树之间，可以划做停
车点嘛。”市民陈先生表示，树中间行人很
少走，可以利用起来。

“软件可以增加一个雷锋功能。”市
民潘先生提出，用户使用了长期在偏僻
处使用率低的车，并停到热点区域后，下
一个人使用时可以给该用户发红包。“这
样可以提高单车的使用率。”

由“点”而“面”期待星火燎原 □刘一

对于成都志愿者们的行为，同济大
学可持续发展和管理研究所所长诸大
建忍不住点赞：“这确实是现代城市市
民素质的一种体现。”但诸大建同时也
指出，“共享单车”的规范，显然不能只
依靠志愿者，而是需要政府、企业和使
用者三方协同。

以上海为例，“共享单车以后在上海
的投放量要达几十万辆。”诸大建认为，首
先政府要意识到，公共单车是好的趋势。

接下来，“共享单车企业应当主动和
政府联系，尽量投放和停放在被容许的
位置。”据他了解，摩拜单车在上海的发展
中，“每到一个区，都会和区政府以及相关
职能部门事先沟通，政府则会在需求大
的地方划出停放空间。”

除了与政府密切配合，诸大建认
为，共享单车企业也可以通过积分体系
来约束和引导消费者有序停放。比如，
摩拜单车目前就在推行用户信用分值，
一方面可以以此来处理用户违停问题，
同时也引导用户规范用车、文明停车。

另外，使用者的使用习惯也需继续
培养。“一般的经验是，随着时间的推
移，以及媒体等单位的呼吁引导，相应
的不文明行为也会减少。”诸大建表示，

“我相信，未来成都也是如此。”

昨日下午5时30分，在领事馆路附近
一家写字楼上班的潘杰，站在街头打开手
机中安装的一款单车APP，准备就近寻找
一辆单车骑行回家。同时，他下意识地留
意附近存在异常停放状态的单车。他把这
类“异常单车”称为“猎物”，他要做的则
是，找到它们，让它们回到自己本应停放
的区域。“这辆车明显就不对。”潘杰的手
机显示一辆1步单车就在街对面，但环顾
一圈并未看到车的影子，他把手机地图放
到最大，“很可能就在楼后面某个角落
里。”随后，他开始向预判的位置行进。然
而，寻找一圈后，他还是没有发现单车。

潘杰有些纳闷，正好，一栋宾馆大楼
后侧的停车场位置有一道小区大门，“会
不会在小区里？”潘杰走进小区，果不其
然，在小区一栋居民楼下的自行车停车棚
内，一辆蓝色的单车停在了靠里位置。

将车挪出车棚后，潘杰用手机扫码打
开了车锁，并将车骑到了领事馆路的路
边停车区域。据小区门卫介绍，该辆单车

已在车棚停放了至少两三天。“像这种情
况，别人很难找到单车，也会影响单车的循环
利用。”潘杰说。

自从“共享单车”在成都兴起后，潘杰
每天上下班基本都会选择“共享单车”出
行。而单车乱停放问题他已遇到好几次。
于是，潘杰在遇到类似情况时，便会想办
法去找到并“纠正”这些“迷失”的单车。

在永丰路一家文化传播公司上班的
黄竹同样在上下班之余做起了志愿工作，

“只要软件检测到疑似有问题的车，就会
赶过去，把车子编号记下来打电话反馈给
公司，遇到乱停乱放，也会进行调整。”

为什么会这样做？黄竹表示，“共享单
车”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也给很多
市民带来了方便，同时也在体现这个城市
的文明程度，“希望大家平时能够文明使
用，同时也希望有更多人参与到志愿行
列中，共同维护好城市文明”。

成都商报记者 彭亮 杜玉全 宦小淮
摄影记者 王红强 张直

物业很无奈 共享单车乱停 每天清理集中存放在地下室

寻找停放异常的单车 让它们停放得更规范志愿者在行动

专家点赞成都志愿者：这是现代城市市民素质的一种体现。
但“共享单车”的规范不能只靠志愿者……

规范共享单车
需政府企业使用者三方协同

随手拍随手扶 奖励规范停车用户……

成都市民踊跃出谋划策

/ 民间智慧 /

市城管委：
共享单车停放管理纳入“门前三包”

“共享单车”的兴起，为市民出行提
供了多样的选择和便利，对市民绿色出
行、缓解城市交通压力起到了积极作用，
对此，成都市公安局交管局高度重视，将
尽快会同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在道路交
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范围内，抓紧研究

如何依法规范管理，包括非机动车行停
秩序的管理，同时也倡导并支持市民选
择包括自行车在内的绿色低碳出行方
式，为广大市民需求提供更加方便、快
捷、安全的服务。

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成都商报讯（记者 李秀明）昨晚，成
都商报记者从市城管委获悉，即日起，将
共享单车停放管理纳入“门前三包”工作
内容规范停放。“也就是说，我们城管的执
法、协管人员、城管志愿者，会帮助规范停
放共享单车，劝导不规范停放行为，同时
鼓励临街商家规范摆放门前的共享单
车。”市城管委市容秩序处一负责人称。

市城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共享单
车作为城市公共交通的有益补充，为市
民出行多了一种新的选择。兴起之初在
方便市民低碳、便利出行的同时，客观上
也存在随意停放、挤占盲道等问题，又给
市民出行等造成了新的不便。

对此，市城管委高度重视，正在积极
主动会同市级相关部门，从宣传引导、规
范管理、沟通协调、提供服务等方面进行
调查研究。下一步，市城管委将按照市
委、市政府要求，依据相关法规和部门职
责，做好共享单车的管理与服务工作。

从现在起，将共享单车停放管理纳
入“门前三包”工作内容规范停放；加强
单车停放区域环卫保洁；加强与运营企
业和租车市民的对话沟通；加强对市民
群众的城管宣传和文明引导；广泛听取
各方面意见建议等，不断加强和改进管
理与服务工作，共同维护文明城市良好
形象，促进共享单车服务行业健康发展。

天府新区规建局执法大队大队长康
炜向成都商报记者表示，“共享单车”体现
了互联网时代共享经济的发展趋势，也一
定程度满足了市民绿色出行的需求，天府

新区将主动研究更加科学更加有利于共
享经济发展的管理和服务方式，切实促进
当地社会事业的健康发展。

成都商报记者 严丹

市交管局：抓紧研究如何依法规范管理共享单车

天府新区规建局：将主动研究有利共享经济发展的管理方式

两辆停在环球中心附近的共享单车

环球中心物业经清理集中停放的共享单车昨日，潘杰下班后，在一个老小区车棚找到这辆停放异常的单车,并将其规范停到路边停车区域

成都市区空气质量预报

今日轻度污染至中度污染 AQI指数：123~153
温馨提示:易感人群症状有轻度加剧，健康人

群出现刺激症状。儿童、老年人及心脏病、呼吸系统
疾病患者应减少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锻炼。（据成
都市环保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