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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停车场任性横行
群众举报不断

根据目前各地的规定，停车场需要
获得政府相关部门的批准备案，如果没
有资质却强行收费，就属于“黑停车
场”。黑停车场包括私自画线收费、自立
收费资质标牌或擅自扩大经营范围等不
法行为。

黑停车场到底有多少？对于不少
连正规停车位都没有准确统计的政府
管理者来说，这个数字更是无从谈起。
记者采访了解到，最近一两年，北上广
津四个城市公开查处的黑停车场就多
达四五百个。

然而，被查处的黑停车场，仅是“黑
停车场乱象”的冰山一角。记者在多地
调查发现，一方面，不少没有资质的黑
停车场设置之易、数量之多远超相关部
门查处统计；另一方面，黑停车场机动

性极强，不少黑停车场受到查处后马上
死灰复燃。

根据多位地方政协委员统计测算，
北上广津四个城市黑停车累计总数应
为查处数字的两到三倍甚至更多，总数
至少达到上千个。

日常执法流于应付
“运动式”打击治标不治本

面对汹涌的黑停车场，各地管理部
门都声称进行了执法整治。记者通过
正规举报的方式在北京调查发现，相关
部门的日常监管效果不佳，远未形成协
调执法机制。日前，记者发现，在北京
市西城区一条主干道的便道上，醒目的
白线画定了20多个车位。而该停车场
是没有合法资质备案标牌的黑停车场，
该管理员证件也系伪造。

按照北京市交通委2014年出台的
规定，正规收费管理员证件上印有二维
码，可以通过微信“扫一扫”功能得到认
证。记者拨打北京市交通委投诉举报电
话反映该问题，查实该证件是假证。但
当记者问到“怎么办”时，电话中的工作
人员表示，他们也没有办法，建议找城管
部门举报。

记者据其建议拨打了城管举报热
线。在举报过后 20 分钟，西城区城管
总队执法监察队的三名工作人员出现
在现场。但令人惊讶的是，假停车管理
员十分淡定，居然原地不动，对城管队
员前来执法没有丝毫畏惧的态度。记
者在现场看到，城管执法人员在现场核
实、盘问后，仅将该名收费男子驱离现
场。他们表示，他们平时也只能把人轰
走，“见一次轰一次”。

交通、城管、公安等部门单一的日
常执法管不了，那么，一些联合集中整
治是否有效呢？多地管理部门工作人
员表示，“运动式”整治往往轰轰烈烈，
一个月内查处数十个黑停车场不在话
下。但治标不治本，违法行为很容易
反弹。

黑停车场监管失效的背后，是各地
十分复杂的停车管理模式。在北京，群
众可以向城管、交通、公安、交管、价格
等5个部门举报反映不同的违法行为；
在天津，交通、公安、土地、工商、税务、
物价、市容、园林、道路等行政管理部门
也是各管各的。

依法“治黑”难度大
未来要实现非人工收费模式

黑停车场乱象谁都管不了，治标不
治本是根本原因。其中，依法“治黑”由
于手段有限难度很大，而科技“治黑”却
面临超出人们想象的成本问题。记者
了解到，目前国内不少城市都在推进

“一车位一编号”、“信息化停车管理”等
科技“治黑”手段，不过其成本却不低。

12月上旬，广州市停车场行业协会
曾公开称，正规“咪表”停车场属于劳动
密集型产业，人工成本达到每月人均
4000元左右。北京市财政局公布的一
份《北京市路侧停车泊位编号施划项目
中标公告》显示，2014年一季度，北京华
凯交通科技有限公司和沧州通胜交通
安全设施有限责任公司两家企业，中标
施画北京 5.1 万个车位及编号，中标金
额高达170万元，平均计算施画每个车
位及编号的成本竟高达33元。而记者
近期看到，在北京城六区，花大钱画的
线编的号，不少已经出现模糊分辨不清
的情况。

广州市政协委员曹志伟认为，从国
外经验和长远目标看，只有实现非人工
收费模式的信息化收费，才能根除乱收
费的黑停车场。下一步是如何有效降
低成本，形成真正改革动力。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1日电）

非人工收费模式离现实有多远？

圈钱 新华社发

新华社“新华视点”栏目日
前播发两篇报道，曝光国内大城
市停车费至少一半没进政府口
袋，多地相关部门管理混乱。

记者日前继续跟踪调查发
现，在政府“钱收不上来”的同
时，北上广津四地的黑停车场却
大肆横行，这四个城市至少有上
千个黑停车场。今年前10个月，
仅北京市相关部门就接到群众
超过1万件对黑停车场的举报。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地
方，无论是日常执法还是集中打
击，政府对黑停车场的监管乏
力。记者在北京采访发现，面对
听到举报前来的执法者，黑停车
场的管理员竟原地不动，态度十
分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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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1

北上广津停车费问题再追踪▶▶▶

铁科院估算，每位登录12306网站的顾客平均停留10分钟左右。以21日的数值为例：最高峰
期间的一秒钟能订1032张票，照此计算每张票也就用时0.0009秒。

春运火车票预售有多火？
——解密12306网站大数据

按照今年新的火车票预售办法，21日是
互联网售卖除夕当天（2月 18日）火车票的
日子。一大早，记者就在网络上、电话里看
到、听到许多人说：“怎么刚卖就没了？！”到
底网上春运票卖得有多火？那就到 12306
网站去看一看。购票旅客说的都是个体情
况，这里全是大数据。

2015年春运火车票售卖的最高峰一天出现在12月19日，当
天开售腊月28的车票（2月16日）。12306网站访问量（PV值）达
到破纪录的297亿次。当天共发售火车票956.4万张，其中互联
网发售563.9万张，占比59％，均创历年新高。

12月20日，互联网发售457.7万张，21日预计发售400万张
左右。春运前售票最高峰已过。

【最高峰一天有多少访问量】

大数据2

【多少人上网买票
卖了多少张票，命中率多大】

12 月 7 日开售春运火车票以来，12306 网站登录总人数
69790 万人次，全国铁路售票总数 11545.5 万张。日均售票 418
万张。其中，通过互联网售票6281万张，约占54.4％，电话取票
115.2万张，约占1％。如果简单按照登录人数和网上售票张数，
互联网买票命中率约为9％。

大数据3

【哪些方向的车票最紧张】
根据目前的车票销售情况看，北京到长沙、广州、武汉、西安

以及哈尔滨等方向车票基本售光；上海到武汉、长沙、郑州、西
安、哈尔滨方向车票全部卖光；广州到东北、西北、郑州等地车票
全部卖光。

大数据4

【哪个地区人买得最多】
据中国铁道科学院电子所副研究员王明哲介绍，春运火车票

售卖初期，广东地区购票人数较多，最近几天，北京和上海地区购
票人数较多。从21日网上售票和支付情况看，各铁路局的排名依
次为：上海局、北京局、广铁集团、南昌局、武汉局、沈阳局、成都
局、郑州局、济南局、哈尔滨局、太原局、西安局、南宁局、呼和浩特
局、昆明局、青藏公司。截至21日14：40，当天售卖最高的上海局
订票超过40万张，最少的青藏公司不到2000张。

大数据5

【一天中哪个时段售票最为紧张】
一天中，从早上7点开始，登录售票量逐步增加，最紧张的时段是每天的11点－14点。
最紧张的12月19日，峰值期间一秒钟有超过3000人次登录。而21日最高峰值期间一秒钟的

登录人数只有493人次。

大数据6

【平均每人在12306网站停留多长时间
每张票生成用多长时间】

大数据7

【12306网站能力有多大提高】
以往 12306 动不动就瘫痪，今年虽然访问量、车票发售量均大幅提高，但网站现在还好好的。

王明哲说，因为网站处理能力比去年提高了一倍以上。入口带宽方面，今年可根据网站负载随时调
节，按需求增加带宽，其带宽上限比去年提高了约3倍。

今年1月9日，12306网站点击量达127.5亿次，互联网售票量500.9万张，当时均创历史最高纪
录。网站承载了巨大压力。但到12月19日最高峰当天，网站运行平稳。

2014年年初的春运，铁路部门推出手机购票业务，引入支付宝进行网上支付。现在用手机买票
的人越来越多，手机客户端显示出强大威力。

12月7日以来，通过手机客户端APP发售车票约1560万张，占总数的13.6％。其中最高峰的12
月19日当天，手机客户端发售车票约130万张，占售卖车票总数的13.6％。（新华社北京12月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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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客户端卖了多少张票】

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一栋正在建
设施工的商品楼 19 日突然发生坍塌，
事故造成 5 名施工人员死亡，9 人受
伤。商品楼“边建边倒”，再度刺痛公
众神经。一些“80 后”“90 后”的“楼脆
脆”事件尚未淡忘，“00后”“10后”的商
品楼就已成为严重质量事故的主角，

“边建边倒”更是让人瞠目。面对这样
的商品楼，70 年产权的“法律诺言”看
起来是那样遥不可及。

今年以来，商品房“未老先衰”“未
立先倒”的事故屡见报端。位于浙江
省宁波奉化市大成路居敬小区一幢 5
层居民房发生倒塌，事故造成1死6伤；
河南省南阳市一些在建楼盘被曝违规
使用“瘦身钢筋”，引发业主抗议；上海
浦东新区心圆西苑小区两栋楼出现

“亲吻”……对这些建筑质量不过关的
楼房，网民如此评价：“站着商品房，躺
下骨灰盒”。

倒塌的商品楼背后，隐藏的是房
地产商贪图暴利疯狂压缩成本，是商
业诚信的缺失，是监管缺乏的渎职甚
至贪腐。善良的消费者觉得商品楼

“高价格”自然应该享受到“高品质”。
然而，一些建筑企业和施工企业等盲
目追求高额利润，在利益驱使下偷工
减料，无视质量安全。

防止“楼脆脆”“楼倒倒”，国家早
已出台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

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全国多地也建立
起工程质量终身责任制，但落实上显
然还有待加强。如果光山县发生事故
的商品房坍塌推迟几个月，不敢想象
将有多少无辜者会在乔迁新居的欣喜
中迎来灭顶之灾。这再次提醒相关部
门，不能用人们的生命来验证房屋质
量，不能等楼塌了才绷紧安全意识。

当倒塌楼房的尘嚣散尽，对倒塌
背后可能暗藏的腐败、监管领域的渎
职也应严肃曝光查处。媒体调查发
现，光山县幸福花园项目《建设工程施
工许可证》显示，开发商与建设单位是
县住房和建设局为出资人的公司，开
发商的法定代表人是该县住房和建设
局领导干部。这些房子建造前的设
计、会审，建造过程中的监督等环节是
否都站得住脚，里面有没有猫腻，应该
给业主、给公众一个说法。

按照“海恩法则”定律，每一起严
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 29 次轻微事故
和 300 起未遂先兆以及上千起事故隐
患。一起“边建边倒”案例背后，还有
多少隐患楼房，人们不得而知。但商
品房质量关系到千家万户安居乐业、
关系到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监管部门
决不能等闲视之。要完善建筑质量终
身责任追溯机制，对房屋质量问题零
容忍，让那些“豆腐渣工程”受到法律
的严惩。 （新华社北京12月21日电）

谁让商品楼“边建边 ”？

近日，《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府系统重大事项
决策行为的意见》出台，首次明确提出对重大事项决策实行终身
负责制。作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重要举措，
这一意见对于遏制地方政府决策时领导干部“拍脑袋”，使决策
更加民主、更加科学，必将产生积极作用。 新华社发 大 巢作

滥批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19 日专电 由
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商务印
书馆等主办的“汉语盘点 2014”活动 19
日在京揭晓，“法”“反腐”“失”“马航”分
列年度国内字、国内词、国际字、国际词
第一，“赞”“APEC蓝”“暖男”“萌萌哒”

“埃博拉”等热词也榜上有名。
评审专家点评年度字词时说，2014

年，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法治”为主要议
题，全面深化改革将法治列入首轮议
程，确保各项改革“在法治轨道上推
进”，无论是“治”国、倡“廉”，还是抗

“霾”、建“网”，“法”都是必要的前提和
保障，“法”字统领年度国内字，值得人
们真心点“赞”。

专家说，今年，“反腐”为社会注
入强大的正能量，毫无悬念当选国内
词，“打虎上无禁区，拍蝇下无死角”，
反腐的规模、力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
高强态势，极大提升了百姓对未来的
期许、对国家的自信；今年，航班“失
联”、乌克兰“失控”、中东“失手”、奥
巴马“失信”……世界喧嚣扰攘，“失”
字频现，最终当选国际字；“马航”的
两起空难，原因扑朔迷离，内情错综
复杂，是人们心中无法抹平的伤痛，
寄托着人类对生命的珍视、对真相的

探求，年度国际词“马航”，留下未知，
呼唤奇迹。

当日一同发布的，还有年度中国媒
体十大流行语、十大新词语、十大网络
用语：

——十大流行语：依法治国、失联、
北京APEC、埃博拉、一带一路、巴西世
界杯、沪港通、占中、国家公祭日、嫦娥
五号。

——十大新词语：新常态、沪港通、
占中、一带一路、APEC 蓝、深改、冰桶
挑战、小官巨腐、微信红包、抗埃。

——十大网络用语：我也是醉了、
有钱就是任性、蛮拼的、挖掘机技术哪
家强、保证不打死你、萌萌哒、时间都去
哪了、我读书少你别骗我、画面太美我
不敢看、且行且珍惜。

据统计，今年活动共得到 7000 余
条网友推荐字词，投票阶段点击量达
12 万余次，微博话题阅读量达 2.3 亿
次。

自 2006 年以来，“汉语盘点”已连
续举办9届。

如今，在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
西亚、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年度字
词评选都在以不同的形式开展。语言
年俗正成为国际性的文化景观。

“法”“反腐”当选2014年度国内字词

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