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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 12 万台共享单车，近日
将亮相道里、道外、南岗、香坊和松
北区等 5个主城区，哈尔滨市今年
将按照“政府定规则、企业规范管、
车辆有序停、环境有保障”的目标，
确保擅自投放、违法停车、无序停
车现象得到有效治理。

政府定规矩怎么定？3 月 19
日，哈尔滨市发布《2021年共享单
车停放秩序规范管理实施方案（征
求意见稿）》，公开征集意见。

除了目前提出的“在公安交
管、城管执法部门审核指导下，由
运营企业按照投放车辆配额比例，
确定施划区域和数量，全市统一组
织施划停车点位并统一编码”，“各
运营企业在本企业施划的停车点
位内停放车辆，设置电子围栏，严
格控制施划点位内停车数量”，“每
200辆车至少配备 1名管理人员，
每 1000辆车至少配备 1台可满足
运维需求并有明确标识的调运车
辆”……管好用好共享单车，市民
还有啥好点子？记者日前对近200
名市民进行了问卷调查。其中，近
九成受访者表示，在规范运营企
业、严格控制共享单车总量的同
时，共享单车的健康、规范发展还
需要政府、运维企业、民众三方协
同治理。如何重点解决乱停乱放
的问题，极其考验城市精细化管理
智慧。

●设立专用投诉电话
市民王女士建议，新方案中，应该设置并公

布共享单车24小时服务投诉电话，受理百姓投
诉，确保件件有回应。对于市民投诉量大的企
业，应该作为考核标准的一部分，减少企业的投
放数量。

●多次违规取消骑行资格
多位市民表示，共享单车运营企业应利用

技术手段，完善骑车奖惩机制。
市民于琪建议，对于不按规定乱停放的骑

行者，共享单车管理后台可进行扣除芝麻信用
积分或押金等处罚，并推出“骑 10免 1”等奖励
活动。

“有乱停乱放、故意损坏车辆纳入诚信记
录。建立黑名单制度，多次违规取消骑行资
格。”市民张小东说。

●探索环卫工协管、
运维员打卡制等模式

共享单车数量增长，但运维人
员和车辆有限，管理不匹配不完善，
导致共享单车问题频现。

市民陈丽霞建议，环卫工人工
作覆盖面大、队伍庞大。如果让环
卫工人在做好清洁工作的同时，探
索环卫工人与共享单车管理对接，
由运营企业出资，按照共享单车密
集度为环卫工人发放补贴，这样既
能增加环卫工人收入，又可降低企
业的运维成本。

市民田秀英建议，运维人员每
半个小时“打卡”一次，发布各自划
定区域的单车停放现状。

●共享电动车是否投放
要说明

征集意见稿中提出的“共享单车（互
联网租赁自行车），是指利用城市公共区
域为居民出行提供公共租赁或免费服务
的自行车”。

市民徐畅认为，因事故频繁、管理混
乱，不少一线城市禁止投放共享电动车。
征集意见稿中，共享单车是否包括共享电
动车没有明确说明。如果包括这类车辆，
那么为保证骑行人安全，车辆是否需要按
照“一盔一带”的要求配备头盔、是否需要
上牌照、如果因违规骑车出现肇事行为责
任应该怎么界定、保险如何理赔……这些
细则也应该写在方案里。

未来如何通过精细化管理，让共享单车
能够更和谐地融入到冰城交通发展中？近
日，记者采访了我省部分社会学、管理学以及
法学专家。

黑龙江大学社会学教授曲文勇表示，共
享单车是数字经济和共享经济的突出表现形
式。但新事物的出现并不能尽善尽美。随着
政府规范细则的落地，共享单车行业的管理
将从粗放变得精细，逐渐达到一种成熟的阶
段。政府应该听取社会各方的意见，对于口
碑好、社会责任感强、真正关心百姓生活的企
业给予支持。同时，共享单车运营企业需要
加强管理，百姓要遵守交通规范。

同时，共享单车管理的责任需要第三方
组织介入，比如行业协会、消费者协会等进行
调研，考察哪些企业符合市场准入标准。政
府要当好裁判员，把台子搭好，由社会来唱
戏，由市场来决定共享单车企业的去留。“不
能一个企业，一个品牌垄断市场。应该由两
家以上的优质企业在市场中形成竞争关系，
优胜劣汰，形成一种良性的运行。”他说。

黑龙江财经大学管理学副教授孙佳认
为，推动共享单车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需要
政企联手，加强合作。利用数字化、信息化的
科技手段加强对共享单车约束监管，加快建
立共享单车数字化监管平台势在必行，利用
平台可以通过政企共建共管的模式，将移动
互联、大数据应用有效的运用于共享单车的
管理中，实现政企信息共享，破解共享单车的
管理难题。

黑龙江省政府法律顾问、黑龙江法学会
消法研究会会长侯坤建议，哈尔滨市行业管
理部门应推动行业立法，依法维护和保护各
方权利及利益。从共享单车投放、定点停车
到巡视检查；从共享单车安全检测、定时维修
到消费者权益保障等都应加强规范，做到依
法执政、科学执政和民主执政。让老百姓享
受单车带来的便利同时也感受到法治给予的
保障。 （本稿图片均摄于2020年夏季）

给企业定规矩

加快建立数字化监管平台

约束骑行者

●投放点要方便停取车
多位市民认为，共享单车停放点位分散些

利于出行。在不影响交通和行人通行的前提
下，要适当增加停放地点。

市民李雷建议，可在每个小区入口处设立
停放点位，方便停取车，也不影响居民通行。

●“文明骑行”应写到方案中
“部分居民在使用共享单车时，存在随意停

放，私藏车辆、破坏车辆等行为。还有的家长把
孩子放到自行车篮里，不仅不文明，还特别危
险。”市民王宇认为，应该把文明骑行的细则写
到方案中，让文明骑车的风尚传播到城市的每
一个角落。

精细化管理

提示这点注意

揭秘候鸟“安家”之谜

龙江四月，上千只鹭鸟在这儿筑
巢繁衍，或如白点立于初春的枝头，
或从芦苇丛中惊起腾飞；池塘里碧波
粼粼，鱼儿肥美……春日里这一幅幅
灵动的生态图，让身在其中的游人流
连忘返。“你们看，这两只东方白鹳在
这儿安家了！”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
物资源学院教授许青手指远处高压
线杆间的横梁，心中难掩喜悦。

这个坐落于嫩江流域齐齐哈尔
段齐富公路大桥南侧东岸，2011年还
是污水处理氧化塘，污水横流、人人

“绕着走”的地方，经过持续 10年的
生态环境治理，如今吸引国家一级保
护动物东方白鹤、青头潜鸭，二级保
护动物白琵鹭、黑颈鸊鹈等珍稀鸟类
来此栖息，成为名副其实的百鸟湖。

污水处理厂是怎么变身百鸟湖
的？候鸟归来背后有着怎样的故
事？记者近日进行了调查走访。

春风吹动芦苇荡沙沙作响，大片
草丛和池塘一望无际。记者跟车进
入百鸟湖景区踏查，在一大片草地之
间的湿地中，几只青头潜鸭在水中嬉
戏，十几只东方白鹳在上空盘旋飞
翔。

东林头雁团队调研数据显示：截
至 2020 年底，这里有东方白鹳 344
只，比 2019年增长了 151只；从不一
地停留多日的白鹳，在此“歇脚”了41
天，被专家称为奇迹。

据东北林业大学徐艳春教授介
绍，2019年他慕名来此踏查，发现了
这处新形成的鸟类栖息地。得知这
里原来竟是一处污水处理厂，经过持
续 10 年的环境改造，才形成了如今
这番景象。徐艳春教授表示，百鸟湖
为全国其他地区的氧化塘建设、城市
中湿地保护及利用提供了很好的经
验，是一个科学有效的模式。2020年
8月起，他更是带领团队开始对此处
鸟类迁移规律及鸟类空间分布进行
研究，了解不同鸟类的生活环境，为
其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鸟是生态环境的一面镜子。随
着湿地环境越来越好，许多候鸟选择
在这里安家,总共已有 600多只了。”
东北林大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地学
院的专家张美琦说。

一根伫立的水泥杆，顶部
筑有巢穴，“那是景区专门针对
鹳类建造的人工招引巢，不锈
钢碗状巢就是鸟儿的‘经济适
用房’。”“睿涛环保”董事长王
振涛笑着介绍说。

“上面安了摄像头，鸟儿抱
蛋、出生、练飞，可实时观看和
记录！10多天前，鸟类观测站
专业观鸟望远镜里，10只黑白
相间的青头潜鸭在水中觅食，
这是景区内观测到此类世界濒
危鸟类数量最多的一次。”王振
涛爽朗地说，景区从去年开始
架巢引鹳，目前共竖有80杆，今
年将再竖20杆。

行至一处湿地，王振涛手
指离岸不远的小岛：“那个可不
简单，有我们的专利。”

一眼望去，小岛长满芦苇，
和普通小岛没啥两样。“那是鸬
鹚繁殖的鸬鹚岛，总体是环形，
中间区域呈凹形，类似火山
口。”王振涛点破其中奥秘。

据专家介绍，鸬鹚对繁育环
境要求很高。从 2017年开始，
景区划定2000亩潮间带作为核
心保护区域，实施鸬鹚繁殖保护
工程。像这样的繁殖岛，保护区
已建有 20个，目前保护区内繁
殖鸬鹚种群近三万只。

架人工巢，建繁殖岛……

给鸟儿安一个家，在百鸟湖，保
护鸟类的动作远不止于此。

经过这些年的科学治理，
东方白鹳的繁殖种群在百鸟湖
连年增长。“2019年至 2020年，
东方白鹳在百鸟湖成功做巢 22
个，繁殖幼鸟50余只；在百鸟湖
越冬滞留的国家二级保护鸟类
灰鹤多达 1000余只，雁类等更
是高达 3万余只。”张美琦介绍
说，眼下，百鸟湖景区内每年观
测到的迁徙、越冬、繁殖的鸟类
达15目33科104种83177只，几
乎每个季节都有超过 5万只鸟
类在这里栖息，好似“鸟类的国
际机场”。

这样的成绩来之不易。
王振涛说，十多年前，自己因
为摄影爱上了鸟，每年治污、
养鸟、护鸟花费就要几百万
元，“每当看着鸟儿们在这里
悠闲自得地生活，我就觉得往
日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下一步，百鸟湖将向国际
一流自然保护区看齐，加大投
入力度，将承担齐齐哈尔市政
府赋予的生态系统构建、科普
研学等重任，让这里成为更多
鸟类的理想栖息地。

打开“百鸟湖模式”
候鸟不走了
东林专家称奇迹

下一步
向国际一流
自然保护区看齐

治污“四管齐下”改善氧化塘环境
调查采访中，“怎么做到

的？”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记者
脑海中。

修筑引水渠、引水闸、连通
闸，实施引水提水、湿地水系大
连通、沉沙湿地……多年来，当
地政府打响碧水保卫战，强力
推进水污染防治工作，严格河
道内污染清理。

另外，为了守护这片池塘，
黑龙江睿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睿涛环保”）2007年
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启动了
污水治理综合保护工程，通过
清淤疏浚、截污纳管、科学配
水、生物治理“四管齐下”，改善
此处氧化塘水环境，修复并努
力实现自然生态的可持续发

展。
目前，百鸟湖8成面积为池

塘、湖漾、沼泽等各类湿地，水
质总体保持在Ⅲ类，核心区域
达到Ⅱ类。

“水是鸟类栖息地的灵
魂，自然生态之美是百鸟湖景
区最内在、最重要的美。”张美
琦说。

引鸟 架人工巢建繁殖岛

齐齐哈尔一污水氧化塘10年间变百鸟湖，东北林大专家称奇

共享单车 如何“政企民共治”？

本报记者问卷调查近 200名哈尔滨市
民，九成受访者表示重点解决乱停乱放问
题，考验城市精细化管理智慧

专家学者

道里区买卖街附近的共享单车暂扣点

松北区融创乐园门前松北区融创乐园门前，，市民在骑共享单车市民在骑共享单车。。

松北大道附近松北大道附近，，停放在绿化带上停放在绿化带上
的共享单车的共享单车。。

百鸟湖全貌百鸟湖全貌

灵动的生态图灵动的生态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