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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单车进入厦门后，
“正
规军” 公共自行车门庭冷落，少
有市民问津，
甚至还遭遇退卡潮。
反之，
“杂牌军”共享单车虽然给
城市带来诸多问题，有人爱之有
人恨之，
但依旧无损其独占鳌头。
昨日，本报报道《共享单车“入
侵” 后，公共自行车还好吗？》
（详见 6月 13日 A3版） 后，引
发市民热议。
未来，厦门公共自行车将何
去何从？是与共享单车一争高下，
还是拱手让出这片市场？记者调
查发现，其实厦门岛外和外地早
有成功案例，
在许多专家看来，岛
内公共自行车应该坚定转型，谋
求新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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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柏延透露，岛内的公共自
行车建设止步于二期，目前站点
不够密集，
市民或许觉得不便。
“既然这个项目定性为公益
性项目，
政府还是要坚持下去，但
若仍按照老系统提交方案，政府
又如何会支持呢？”陈柏延说，
企
业要拿出一个好的技术方案，既
能减少财政建设和运营投入，又
能帮政府有效实现规范管理，做
到这几点，
政府才会继续投入，才
能真正便民、
利民、
惠民。
厦门市湖里区政协委员、致
公党厦门市委青年委员会主任钟
寅翔有着同样的看法。他说，
共享
单车与公共自行车之争，让他回
!"
忆起 20世纪 90年代小巴车与公
交车之争。小巴车招手即停毫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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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法，
抢占不少客源，扰乱市场秩
昨日，在海沧天虹公共自行
序，最终，在政府大力支持下，小
车点，外地游客小林拿起手机注
巴车退出市场，
公交车赢得胜利。
册并支付押金后，扫码借走了一
“对公共自行车政府要有引
辆公共自行车。小林说，
这里的公
导性的措施，共享单车如今抢占
共自行车跟共享单车没啥区别。
市场，
严重影响城市环境，未来发
在公共自行车建设上，海沧
展趋势还不可知。”钟寅翔说，
公
区比岛内略早一年，
已建成 6期。 共自行车只有坚定信念，抓住自
从去年起，海沧区公共自行车已
身优势，
才能继续走下去。如亲子
全面实现无卡支付，市民无须使
车受市民喜爱，就应该在校园周
用 APP，
直接关注微信扫码即可。 边、
学区房周边多投入，下大力气
民盟厦门市委青年委员会副
做市场调研，同时结合自身情况
主委陈柏延曾参与海沧自行车系
进行改造升级，
应对市场需求。
统建设，
他告诉记者，目前海沧公
%&
共自行车发卡约 7.
5万张，共享
单车进入后，
卡量只略微减少。自
STUVgn
推出无卡支付后，
他们发现，实际
值得一提的是，岛内公共自
刷卡的人不少，主要集中在 40
行车还未涉足无卡支付，共享单
岁以上的中年人群，微信取车则
车却开始涉猎有卡支付了。of
o
集中在年轻人群。
相关负责人介绍，
of
o已和北京
“共享单车技术好，我们就
一卡通达成了战略合作，刷一卡
要比他们更加坚定，甚至做得更
通可以借小黄车，试点过后，该模
好。”陈柏延说，
海沧公共自行车
已经开发出物联网自行车技术， 式将在全国推广。
负责人说，一卡通不需要去
在对原有系统进行升级改造后，
网点激活和充值，只需要在 APP
使用蓝牙发射 器就 可以 无 桩停
车，
不停放指定区域就继续扣费。 上绑定交 付 押金 后就 可 直接 使
金额直接从卡内扣除。绑卡的
“目前该技术已经提交给政府， 用，
同时，
系统将自动过滤学生卡，避
由政府决定是否继续投入。”
免青少年骑行共享单车。
在陈柏延看来，只有技术提
据了解，目 前 of
o、摩 拜 、哈
升才能让公共自行车更好地为市
罗单车、赳赳单车等车企也在全
民服务。目前政府正在大力建设
市 16个区域试点电子围栏技术，
信用体系，将来公共自行车也可
建立诚信体系，推进城市共享单
以与其结合，
实现减免押金，甚至
车从无序到有序。 ?*$A-)-'
免押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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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全球 8个提供最棒
的公共自行车服务的城市”之
一，
杭州公共自行车没有“吃老
本”，而是推出 10大便民惠民
举措，包括实施“实体桩 +电
子桩”融合、用 APP扫码租车、
首小时骑行免费及单日 5元封
顶等，
渐渐地，
客户回归了。
据业内人士透露，有桩公
共自行车维修费用成本其实很
高，加上一辆车按照 1比 1.
5，
甚至 1比 2配备桩，投入很高。
此外，有桩单车自重重，车体还
有线圈，在调度车辆装载时，每
辆物流车所能装载的车辆比共
享单车少。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在目
前有桩的使用上，泉州的微笑
单车 Ubi
ke使用的是迷你桩，
整体使用效果还不错。
“让政府
掏钱买单不是长久之计，企业
以服务和创新‘造血’才能走
得远。”该业内人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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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 !晨报 有关 公 共自 行

功能! 成功俘获年轻人的芳

车生存问题的报道!一 石激 起

心#再加 之 $ 小 时 免费 骑行 的

千层浪" 评 论 声中 !有市 民 提

&公益 性'!比 共 享单 车又 多 了

议 !市 场 能 解 决 的 !就 不 必 依

些许优势 !何愁 有人 不 骑$ 甚

靠行政之力再去 勉 强维 持了 #

至在技术上 !公共 自 行车 还先

然而! 绝大多数人仍心有不

共享单车一 步 !研发 出电 子 围

忍 !虽 怒 其 不 争 !更 愿 其 能 重

栏"

整旗鼓"

海沧公共自行车的经验

那么 !岛内 公共 自 行车 该
如何走出困境$

值得借鉴!一套 好 的解 决方 案
不愁打不动人心" 若继续满足

远的 不说 !近在 咫 尺的 海
沧区就做得有声有色 !相继 推
出 !"# 手 机扫 码 % 微信 扫码

现状故步自封 !一 味要 求政 府
投钱续命!实则强人所难"
再看 共享 单车 !虽 已走 在
技术前沿同样 很 拼!最 近还 涉
足有卡支付 !欲吸 引中 老 年使
用者" 若此时相关部门再不行
动起来!公 共自 行 车未 来还 会
有立足之地吗$
反观有关部门现在正在
做什么呢 $ 昨日 记 者截 稿时 !
还未 得到 市政 建 设开 发
有限 公司 和市 公 共自 行
车管理有 限公 司 的相 关
回复 " 希望 有关 部 门能
放低姿态找出自身问
题!虚心请教!拿出
有诚意方案"
醒醒吧! 时 间
不等人" 时代抛弃
你的时候! 连句再
见也不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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