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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停车缺口3.1万个
家住浦东、工作单位在黄浦区的郭

先生是“ 有车一族”，但从前年开始，他

便宁愿每天乘公交车去上班，让自己的

爱车在家门口“ 休息”。

“ 不是不想开，而是单位停车实在不

方便。”郭先生的单位靠近豫园，单位附

近的车位早就停满，他只能把车停在距

离单位1 500米外的一个停车场，代价就

是需步行1 5分钟。“ 如果这样的话，还不

如坐公交，路还少走些。”

像郭先生这样的抱怨不在少数。记

者在某知名美食网站的“ 停车场”栏目

看到网友吐槽声不断，像人民广场、新天

地等“ 高大上”区域，停车费第一小时已

经涨到1 5-20元，随便看个电影吃个饭，

停车费就要达到40-70元，但还是“ 一位

难求”。

根据相关统计，截至201 3年1 2月，

黄浦区有效停车供给为1 0.1 万个泊位，

而停车需求为1 3.2万个泊位，停车缺口

为3.1 万个泊位，其中居住缺口2.5万个，

缺口比例为27%。车位千人拥有率方面，

黄浦区为1 1 6个/千人，略低于周边区域。

黄浦区停车问题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居

住区特别是老式居民区夜间停车矛盾普

遍突出；人民广场、南京路、淮海中路等

商办集中区域白天停车相对紧张；违章

占路停车矛盾显现；医院、商场刚性需求

比较大。

停车信息网站基本建成
青年报记者获悉，《 黄浦区停车设

施 专 项 规 划 》 对 黄 浦 区 近 期

（ 201 3-201 5 年 ）、 远 期（ 201 3-2020

年）的停车系统发展战略、布局规划、信

息化规划都提出了专业建议。它的完成

将为黄浦区未来停车设施的建设和管

理提供重要的决策依据。那么，如何在

有限的区域内，科学编织好未来黄浦区

动、静态交通发展版图？

根据规划，未来黄浦区将以配建停

车场为主体，独立公共停车场为重要补

充，控制道路停车规模，规范道路停车。

目前，在现有硬件设施条件下则是

通过停车信息化建设解决车位供应和需

求之间矛盾。据悉，当前黄浦区的停车诱

导系统已经覆盖主要重点区域，停车信

息网站基本功能已经建成。下一步，要全

面采集和汇集黄浦区全部停车场的信

息，完善停车诱导系统的后台功能，包括

停车网站、手机客户端、停车诱导系统、

停车预约等，确保市民通过网站、手机等

设备分享到黄浦区内的停车信息服务。

今年，智能化的停车诱导系统有望

全面覆盖黄浦区的重点商务区。

停车诱导平衡商业街车辆
此外，针对重点地区、民生停车、老

商圈停车问题等，该专项规划都提出了

操作性很强的建议和方案。如南京路商

业街地区，由于停车位有限，很多商业街

周边的支小马路成为了乱停车的高发地

区。在每天进入商业街区域的车流中，有

近百辆都是旅游大巴，由于附近缺少专

门的旅游巴士停车场，导致不少司机只

能与管理部门“ 打游击战”。如何解决这

一问题？

由于南京路商业街地区开发建设已

相对成熟，不可能有更多用地用于停车

场建设。在倡导公交优先的前提下，可通

过建设停车诱导系统，起到充分平衡停

车场利用率的作用。还可通过利用九江

路江西中路东北侧结合地块开发，增配

旅游巴士停车位，将外滩和南京路商业

街两个景点串联起来，方便团队游客上

下车。

据相关部门透露：根据规划，今后

一段时间，黄浦区的停车设施发展首先

要体现城市公交优先发展战略，鼓励公

共交通出行方式。同时，黄浦区将建成

与城市道路容量、用地相匹配的停车系

统：通过优化配建停车场、独立公共停

车场、道路停车场的停车供应结构；定

时调整配建指标、保证建筑配建车位为

供应主题；提供优惠政策，鼓励建设公

共停车场；合力配置道路停车等一系列

举措，实现区域内动、静态交通的协调、

可持续发展。

青年报记者 马鈜 通讯员 李辉 杨梅

本报讯 本月，全市交警部门组织开展

全市大型车辆集中整治专项行动。

据了解，交警部门对去年发生的几起

大型车在右转弯时造成的死亡事故进行了

梳理，201 4年5月9日下午2时30分许，杨浦

区彰武路近四平路发生一起车祸，一辆蓝

色土方车右转时将一名骑车人撞倒，骑车

人当场身亡。201 4年8月24日晚上1 8点左

右，在嘉定回城西路嘉安路路口，一辆土方

车在右转弯时将一辆直行的电动车撞倒，

电动车被卡在土方车车头，车主当场身亡。

201 4年1 1 月1 2日下午4点，嘉定区金园一

路金沙江西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土

方车在小转弯过程中，碾压一辆非机动车，

导致骑车男子不幸身亡。201 4年1 1 月22日

上午1 0点，浦东南六公路上发生土方车碾

压电瓶车的事故，骑车人当场死亡。201 4年

1 1 月29日下午3点多，浦东金海路、顾唐路

路口发生了一起集卡与电动自行车相撞的

事故，集卡大货车右转弯时，撞到直行的电

动自行车，导致车上母女两人当场死亡。

经过比较发现这几起事故有一个共同

点，就是都发生在大型车右转弯时，为什么

大型车辆转弯容易发生交通事故？这就要

提到一个老生常谈的名词，“ 内轮差”。

所谓内轮差，就是车辆在转弯过程中

前后轮的轨迹发生变化，前轮绕过目标，却

可能被后轮碾压。这种现象多见于车身庞

大的大型车辆，这些车辆转弯半径大，反光

镜有视觉死角，驾驶员稍有不慎就有可能

忽视车辆右侧的行人或骑车人。

大型车往往车身高大，在离车身很近的

距离存在许多视觉死角，如果不了解这些死

角位置，行人和非机动车就有可能误判对方

应该能看到自己，但事实上大型车驾驶员真

的有可能看不见。据了解，小型车在转弯时

最多产生0.6米的“ 内轮差”，而大型车则达

1 .5米至2米。如果驾驶员的驾驶技能不足，

就有可能考虑“ 内轮差”不足，转弯半径太

小，把右侧的行人骑车人“ 包饺子”。

据媒体报道，相关部门为从根本上解

决土方车视野存在盲区的顽症，要求上

海所有41 00余辆土方车安装右转弯视频

探头，否则将不允许上路作业，有条件的

企业还鼓励同时加装左转弯和倒车视频

探头。

青年报记者 马鈜

本报讯 1 月1 5日凌晨4点多，宝山区虎

林路一小区民宅发生火灾，不幸的是，房间

内一名年仅1 0岁的女童可能为了逃生，从5

楼跳下，不幸抢救无效死亡。

记者了解到，发生火灾处是位于宝山

区虎林路800弄富浩花园小区，起火的是某

号5楼一户居民家，地面上到处都是泡沫和

水渍。事发时，熊熊大火从5楼起火房间内

冒出。大火很快将整个房间吞噬。记者在底

楼天井内看到，从5楼起火房间内掉落下大

量窗框、碎片等物品。小区居民表示，“ 4点

半过一点，我们听到外面有人在叫，我们下

来看，说着火了。只听到声音就像土方车倾

倒东西一样，玻璃什么的全掉下来。”

不幸的是，5楼房间内一名1 0岁女童曹

某可能是为了逃生，从5楼跳下，跌落在底

楼天井内，当场不省人事，尽管在落地时砸

弯了天井铝合金金属杆，但在送往医院后

已经伤势非常危重了。据邻居介绍：女童在

发生火灾时独自一人在家，她的奶奶住在6

楼。“ 楼上人都在叫：着火了着火了，就一家

家敲门下楼，然后我们就看到朝南的阳台

火光熊熊，冒的火很厉害，朝北的窗户冒黑

烟。过了1 0分钟左右，消防队就赶来了。”小

区居委会书记华女士表示，女童家里的监

护人可能当时不在家。

居委会介绍，他们正在配合消防、公安

部门展开调查，并会按照扶贫帮困的政策

对该户居民家展开进一步跟踪。

消防部门提醒，火灾发生时，应尽快撤

离，不要顾及贵重物品，而把逃生时间浪费

在寻找、搬离贵重物品上。已经逃离险境的

人员，切莫重返险地，自投罗网。逃生时经

过充满烟雾的路线，要防止烟雾中毒、预防

窒息。为了防止火场浓烟呛入，可采用毛

巾、口罩蒙鼻，匍匐撤离的办法。可向头部、

身上浇冷水或用湿毛巾、湿棉被、湿毯子等

将头、身裹好再冲出去。

率先推出停车设施专项规划 黄浦区今年将“ 信息化”停车

未来通过网站手机可查有无车位
随着上海私家车日益增多，“ 停车难” 已成为一个普遍问

题，尤其是在寸土寸金的市中心。近日，黄浦区在经过充分的前
期排摸调查的情况下，于全市率先完成了区域停车系统专业规
划———《 黄浦区停车设施专项规划》。今年，该区将通过“ 信息
化”停车等方式解决区内“ 停车难”问题。

青年报资深记者 郭颖

大型车右转事故“ 内轮差”是元凶

宝山一小区发生火灾 10岁女童丧生交警设置滚动指示牌引导停车。 青年报资料图

青年报记者 马鈜

本报讯 近日，上海市水上消防支队联

合上海港公安局洋山分局在对上海洋山深

水港物流有限公司危险品货物堆场进行检

查时，发现堆场内2只40英尺的集装箱内存

放有大量烟花爆竹。后经开箱查验，确认烟

花爆竹1 300余箱。经过前期调查，该批货物

无法查到货主，且该批次货物均未申报危

险品运输，通过伪报普通货物夹藏走私，属

于非法烟花爆竹。消防部门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对该批非法的烟花爆竹予以收缴，及

时消除了消防安全隐患。

又讯 昨天上午，上海市召开烟花爆竹

安全监管工作联席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

总结近年来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情况，

部署201 5年春节及全年烟花爆竹安全管理

工作。要求各单位认清当前烟花爆竹安全

生产形势，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放在首位，始终把确保安全作为烟花爆竹

生产经营活动的前提和底线，坚决防范和

遏止重特大事故发生。

水上消防联合公安打击非法烟花爆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