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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鹿城区各类停车场对外来泊车接纳状

况的调查

摘 要：近年来驾驶私家车出行成为一个越来越普遍的现象，然而停车问题却始终难以解决。

在寒假的课余时间，我和我的同学实地走访鹿城区的几个商业区、住宅区附近的停车场，与

管理人员深入交谈，并发放调查问卷，调查各个停车场对于外来泊车的接纳状况。并进行了

分析与思考，得到一些收获，并就解决停车难这一现象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停车场；泊车；外来车辆；接纳

一、相关情况说明

（一）研究背景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庭和个人私家车拥有量逐年增加。

拥有私家车在城市中已经是普遍现象，我国正加速步入汽车社会。越来越多的人

体会到汽车带来的出行的便利。但也正是由于汽车的普及程度提高，道路上的汽

车越来越多，也就意味着停车问题越来越严重。因此为了能够对这种现象有进一

步的了解，我们开展了这次对停车场对外来泊车的接纳的调查。

（二）问题起源

汽车数量的增多，汽车停放何处也成为了一个令众车主头疼的问题。虽然能

够发现各个单位、住宅区或是商业街附近有开设停车场供各位车主停放，但是“供

不应求”的现象依然很严重。能够发现道路两旁的车越来越多，车辆违规停放的

问题层出不穷。而这有很大原因是由于各大停车场对外来泊车的接纳方式有所不

同。

那么，停车场对于此问题的处理办法究竟有何不同？我们做出了以下研究。

（三）研究目的

最初的研究是源于对生活的点点滴滴的观察和对此种现象的好奇。究竟为什

么外来车辆不愿意停在停车场里，而是更喜欢在路边随意停车？

为了更加深入了解这个问题，小组成员相互协作，我们利用网上问卷和实地分发

调查问卷入手、并前往各个停车场对管理人员进行询问相关情况。从而有更加深

度的了解，记录市民对于生活周围的各个停车场的处理办法的看法和希冀。研究

过程中，小组成员不辞辛劳，多方面收集资料，锻炼了自身实践能力和培养了探

究精神。在此过程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收获到了许多，也感受到了许多。希望此

后还能多对此类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四）研究过程



1.确定停车场。主要利用地图（如谷歌地图、百度地图等），确定调查的停车场

的方位以及类别（如商业区附近停车场、住宅区内停车场等）

2.调查。调查方法：

（1）问卷调查

共准备了两种问卷：网络问卷和实地问卷

利用网络问卷（主要是问卷网），对亲戚朋友进行相关问卷调查。

利用实地调查问卷，对市民进行相关问卷调查。

（2）实地调查及访谈调查。进入各个车库，询问车库管理人员对于平时管理车

库的方法及遇到的麻烦。

3.整理数据。进行分析讨论。

4.对资料进行归纳、总结，撰写论文。

（五）小组分工

成员 分工

柳敏彦 资料收集、数据整理、数据分析、撰写论文

潘丽佳 前期策划、数据整理、数据分析

张家绮 前期策划、数据处理

二、研究报告

（一）实地调查及访谈调查

在前往调查停车场的路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地方虽然道路上摆着写有“请勿

泊车”的字样的路障，但旁边却停满了车。

图一 道路附近车辆停泊情况

1.商业区停车场

（1）调查情况

考虑到相邻的停车场可能对外来车辆的接纳存在类似的情况，我们特别选择

了相距较远的以下停车场：

①以下是本次对商业区停车场调查的结果：



表 1 对商业区停车场的调查情况

商业区停

车场

开放时

间

对外情况 收费标准 介绍

纱帽河商

城停车场

全天候

开放

对外开放，但

需收费，且只

能占空余车

位，不能停在

私人车位（即

使没人也不

能占用）

12h￥10

24h￥20

有较为完备的管理方案。

对于长期停泊的车辆（如

车主在附近上班），直接

买下车位长期使用；对暂

时停泊的车辆（如车主到

附近购物），收费且有时

限，超过时限累计收费，

并且不能占用已经被买

下的车位。较简单且有作

用。

世贸大厦

地上停车

场

全天候

开放

没有私人买

断的车位，全

方面开放

两小时十元，超过

一小时加五元，一

天最大限额为二

十元。若天数为两

天及以上，则累积

收费

并不能买下车位；有执勤

人员监管、引导车辆进

出。对外来车辆收费且有

时限，超过时限累计收

费。价格相对较高，但存

在最大收费限额。

世贸大厦

地下停车

场

全天候

开放

没有私人买

断的车位，全

方面开放

每车每次十五分

钟内收 5元，超过

15分钟至四小时

收 10元，4小时外

每超过1小时加收

5元，24小时内最

高收费 20元，不

足 1小时以 1小时

计收

自主性高、管理方式新颖

且方便快捷。对外来车辆

采取机械化管理方式，与

车辆进出高速收费的方

式很像，都是自主拿卡，

出去时还卡缴费。

水心人本

超市地下

二层车库

全天候

开放

没有私人买

断车位，开放

基本会限定

对象

购物满 58 元，免

费停车 2 小时，超

市或未购物车辆

按标准每小时5元

收费

管理不严。不会真的开放

给未购物车辆，完全只开

放给前来购物的车辆。管

理人员并不能很好的判

断外来车辆是否是购物

车辆。对于停泊的时长只

能凭感觉计算。没有很完

善的管理措施，需要改

进。



我们还拍摄了一些被调查的停车场的情况：

组图一 纱帽河停车场情况

组图二 世贸大厦地下停车场情况



组图三 小组同学前往调查水心人本超市地下车库

组图四 人本超市地下二层停车场情况

②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商业区停车场的调查我们可以发现许多问题。例如：

车主素质不高，容易乱停车位，管理较难。在所调查的停车场中，我们询问

了各个停车场管理员，比如纱帽河商场停车场的管理人员就跟我们反应有些车主

的素质不高，经常将轿车停入已买断的车位中，导致管理人员经常要前去沟通调

解；而且由于一些停车场较小，经常存在车辆刮擦现象。

各个停车场对外来车辆管理车辆方式有很大不同。相对来说在比较繁华的地

区（如世贸大厦地下停车场附近是世贸大厦，为温州的商业中心）停车场管理制

度严格并且采用机器管理方式自主性高、管理方式新颖且方便快捷；但是在水心

人本超市地下二层停车场，管理制度相对来将十分松散，计时不严且收费制度不

严，存在一定的乱收费现象。

部分停车场收费标准和方式未公开，使车主不能明确收费制度。我们所调查

的停车场，除世贸大厦地上停车场外，都未特别明确的收费标准公开，令车主能

够清楚的了解此停车场的收费制度。



不同停车场的收费标准不同。人流量较大的停车场，收费标准越高（但有收

费上限）。世贸大厦地下停车场所列举的收费细则，相对人流量较小的纱帽河商

城停车场，收费标准较细化。（比如世贸大厦地下停车场的收费标准为“每车每

次十五分钟内收 5元，超过 15分钟至四小时收 10元，4小时外每超过 1小时加

收 5元，24小时内最高收费 20元，不足 1小时以 1 小时计收”，但纱帽河商城

停车场的收费标准为“十二小时十元，二十四小时二十元”）

2.住宅区停车场

（1）调查情况

①以下是本次对住宅区停车场的调查结果：

表二 对住宅区停车场的调查情况

住宅区

停车场

开放时

间

对外情况 收费标准 介绍

水心人

本超市

地下一

层车库

全天候

开放

完全不对外

开放

全部车位私人

买断

停车场里写着“住户专用停车场”、

“全是私人车位请勿乱停”等标

识；只对水心住民开放，且没有空

余车位，全部私人买断。

上田小

区停车

场

全天候

开放

没有买断的

车位，对外

开放

针对临时访客，

半个小时及以

内免费，两个小

时内收费五元，

四个小时内收

费十元，一天内

收费十五元

接纳外来车辆，没有住户买断车

位；住户可以缴纳停车费，但与外

来车辆同样是采取先到先得的方

式，只是停车位置有所不同。

百好花

园停车

场

全天候

开放

对小区居民

开放

居民刷卡进入

停车场，收费从

卡里扣除

比较方便清晰。不对外来车辆开

放，在小区停车场中有分两种车

位，分别是“共用车位”和“已售

车位”。共用车位为接纳未购买车

位的小区住户，对于这种车位采取

先到先得方式。小区居民需要刷卡

进入停车场，停车费从卡里扣除。

已售车位为固定车位，车位附近有

标明数字记录车号，防止停错。



我们还拍摄了一些被调查的停车场的情况

组图五 水心人本超市地下一层停车场中的标示

组图六 百好花园停车场外刷卡系统和显示屏

组图七 百好花园停车场内对车位的标识



②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住宅区停车场的调查我们可以发现许多问题。例如：

一些停车场不对外来车辆开放，如调查到的水心人本超市地下一层车库，只

对水心住民进行开放；百好花园停车场也是如此。

各个停车场对外来车辆管理车辆方式有很大不同。相对来说在比较繁华的

地带，停车场管理制度严格并且采用机器管理，管理方式自主性高、新颖且方便

快捷。如所调查的百好花园停车场由于是新建高楼（大约 10年）相对于水心人

本超市地下一层车库（水心住宅区多为平房且建成已有约 30年），采用比较严格

的管理方式。

部分停车场收费标准和方式未公开，使外来车辆车主不能明确收费制度。我

们所调查的停车场，都未特别明确的收费标准公开，令车主能够清楚的了解此停

车场的收费制度。

存在全部车位私人买断现象，不能有效利用空位。水心人本超市地下一层停

车场和百好花园停车场都不对外来车辆开放。虽然说这样的管理方法比较简便，

避免了外来车辆收费管理的复杂和麻烦，但是我们认为在道路边停车如此困难和

麻烦的当下，各大停车场可以适当开放一部分车位给外来车辆，缓解车辆拥堵情

况。

(二)问卷调查

本次问卷主要采用网络问卷形式。以网络问卷和实地调查问卷相结合得出结论。

注：网络问卷主要以单选题方式呈现，主要了解市民周围的停车场内对外来车辆

的接纳是否有时限，是否需要收费；而实地调查问卷主要是为了了解居民认为这

些管理方法存在的一些问题和提出一些建议

网络问卷：共发出 200份，总计收到 192份
实地调查问卷：共发出 200份，收回 147份
1.网络问卷结果及分析：（详细问卷见附录）

分析：大多数的小区中

设有停车场，但是也有

小部分小区中并未设

停车场。我们猜想或许

正是由于部分小区不

设停车场，所以小区居

民才会选择把私家车

停在小区附近的道路

旁。造成了交通不畅。



分析：根据调查结果来看，也

有四成的车主会因为买车位需

要钱，而去选择不买。一部分

车主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

在自家停车场没有固定车位。

分析：部分小区是可以接纳外来

车辆的，也有部分小区不能接纳

外来车辆。的确，在调查过程中

可以发现，外来车辆有时会占领

固定车位，使得管理人员需要进

行调解。接纳外来车辆增加了管

理的难度，也是一部分小区选择

不接纳外来车辆的原因。

分析：外来车辆进入住宅区后，也

存在收费和不收费两种情况。可见

住宅区停车场对外来车辆的管理

也存在很大的不同

分析：在设有停车场的小区

中，却有很大部分的居民在

自己小区中没有固定车位。



q7：请问您家小区对于超过时限依旧未开走的外来车辆的处理方法？

答案

打电话赶走

加钱 垃圾物业

不知道

没有

记录车牌号，下次不让进

帖牌

砸了

对车暴力

不知道

贴纸条

拖车拖走

记录车牌号，下次不让进

分析：调查结果与上题相似，可

见不同的住宅区对外来车辆的

管理都略有不同或者说一些也

存在很大的不同。

分析：可以明显看出私家车已经进入了

人们的生活，几乎每天驾车出行的人占

了将近五成。这也是造成车辆拥挤，车

辆乱停的一大原因。

分析：根据此题网友的答案来看，

存在多种对未开走的外来车辆的处

理方法。也能很直观的体现出各住

宅区内都有自己的方法对外来车辆

进行管理



分析：此题答案与 Q5对比，可以明显

看出，在商业街附近的停车场几乎都需

要收费，与住宅区内对外来车辆的管理

还是有很大不同。可见不同的城市功能

分区中，外来车辆的停泊情况不同，对

外来车辆的管理方法也存在明显不同。

分析：商业区附近的停车场对外来车

辆接纳也属于部分有时限，部分没有

实现，与住宅区的情况相似。

分析：超过半数的人或多或少都会

由于懒于寻找停车场而随意停车，

这个也是车辆乱停放的一大原因。



q12：请问您在商业区(如五马街)附近的停车场内停车超过时限后，停车场的处

理方法？

通过调查问卷我们发现：

（1）现在的大部分小区都已经设立了小区停车场，但七成以上的人在自己小区

的停车场中却没有固定车位

（2）大部分居民区会贩卖私家车位供户主使用，但大约四成的居民由于车位较

贵而选择停在道路两旁

（3）大约五成的居民区接纳外来车辆，但也有五成的居民区不接纳外来车辆

（4）在能接纳车辆的居民区内，一些居民区是有时限或者需收费的

（5）八成的商业区的停车场需要收费，四成的商业区停车场对外来车辆停放有

时限

2.实地问卷结果及分析：（详细问卷见附录\结果见表一）

（1）本次调查对象，基本都为有车一族

（2）对于能否接纳外来车辆，大约 32%的小区居民表示自己小区并不能接纳外

来车辆。

（3）针对可以接纳外来车辆的小区，有 63%的居民表示自己小区的停车场接纳

外来车辆时需要收费，但只有 51%的居民表示自己小区的停车场接纳外来车辆时

有时限。为此，有居民提出建议，应该让外来车辆在小区内停车时需要付费且有

时限。

（4）许多居民提到，小区内对外来车辆的接纳存在不严谨的现象，比如一些小

区停车场并不会对外来车辆进行登记和限制时长，并且我们发现一些小区允许小

区居民的车辆停在小区内的小道上，侵占了人行道。居民们提出，小区应该对外

来车辆进入小区的数目采取一定的控制，并且希望对车辆停放的位置进行有效的

管理、监督。

题号 答题率

Q1 是：34% 否：66%

Q2 是：32% 否：45% 不清楚：23%

Q3 是：63% 否：2% 不清楚：35%

Q4 是：51% 否：16% 不清楚：33%

答案

赶紧逃

不知道

砸了

翻倍

费用多了

有加费的

拖车拖走

立体车场

拖车

表三 实地调查问卷答题率（问卷详见附录）

分析：根据网友的反应，大多数停车场对

于超过时限未开走的车辆采取累计收费

的方法。在答案中“立体停车场”，受到

了我们的关注。



组图八 受访者的建议与看法

（三）调查总结

对于商业区。我们所调查的商业区停车场都是可以接纳外来车辆的，商业区

多位于市中心，交通干线两侧。但其实可以发现在人流量较大的地区，其停车场

的管理制度和方式比较完善、技术先进、收费标准较高（如世贸大厦地上停车场

和地下停车场）；人流量较小的地区，存在收费及管理随便的现象（如人本超市

地下二层停车场）。商业区附近的商业等级情况也对停车场的大小和收费管理标

准有影响。

对于住宅区，由于每天有固定的居民前来停车，停车场经济收入稳定。管理

制度和方式比较完善，一些小区已经实现用先进电子技术收费（如上田小区停车

场和百好花园停车场）。而所调查的人本超市地下一层停车场虽然并未采用机器

式管理，但是为了避免麻烦采用禁止外来车辆停泊的管理方式。因为百好花园停

车场面对的是较高端人群，机动车拥有率很高，所以停车场整体来说比水心人本

超市地下一层车库大很多。住宅区附近的住户是否为高端人群也对住宅区停车场

的大小和收费管理标准有影响

通过对商业区停车场和住宅区停车场的调查，我们发现其实不同的城市功能

分区，由于各个时间段的人流量不同、来往的车辆停车时常有区别。所调查的商

业区停车场和住宅区停车场对外来车辆泊车的处理方法基本不同。根据所处地理

位置附近的功能不同，对于当地停车场的收费标准与对外开放情况有很大的影

响。

可以得出结论：停车场的管理制度与当地城市功能分区的功能相适应。并且

与附近的商业活动情况和人群的消费情况有关。一般区域内拥有机动车家庭的数

量较多或车辆来往较多的区域，停车场较大车位也较多。

如附近中高端餐饮占比例较高，会较多的设置停车位。如商业为中低端百货为主，

对停车需求一般较低；如项目的物业和服务等级主要针对中低端人群，则停车位

较少；

三、发现的问题和建议

通过对各个停车场的调查以及上网搜寻资料，我们对停车场的管理有以下建议：



（一）我们通过上网搜寻资料，发现了 2015年 12月 18日出台的《温州市区机

动车停车设施建设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在《管理办法》中的第十六

条我们发现里面规定了公共停车场应配备收费系统，停车收费系统是智能化的进

行停车缴费和车辆管理的机器。但是许多停车场依旧采取老旧的人工计时方法，

存在管理不严格现象。

建议：停车场经营者自觉遵守法律，制定科学的管理制度及收费方式。可采用高

科技技术对停车场进行科学性管理。

图一 温州市区机动车停车设施建设管理办法

图二 百度百科对停车收费系统的介绍

（二）市区乱停车现象严重，存在私家车随意占道，导致交通堵塞，影响人们出

行。新闻中报道市区存在乱停车现象，而我们在调查中也发现道路附近车辆乱停

现象屡见不鲜。

建议：有关人员可以在附近制作醒目的标语。在不能停车的地方放上路障，或是

请人员来管理这片地域。



（三）部分居民区由于车位不足或其他原因不提供车位供外来车辆停泊，比如

所调查到的水心人本超市地下一层车库，我们观察到此车库较小并且车辆停放区

域比较混乱。

建议：1.居民区内的车位不可能会时时刻刻占用，而亲朋好友在拜访的时候时

间基本上不会超过一天，建议一些车位基本被买断或是全部车位都买断的居民区

可以在经过业主同意且外出时间较长的状况下，在业主没有使用私家车位时，可

以提供车位供外来车辆的短时间收费停泊（例如：有意向的业主可以与居民区管

理人员签下合同参与这个项目，这样可以有效利用车位）。

2.资金较为充足的居民区可以建立立体停车场。这样既可以节省占地面

积，又可以接纳更多的外来车辆。

补充：以下是我们通过网络所调查到的立体停车场情况：

立体停车场能够有效利用空间资源把车辆进行立体停放，是节约土地并最大
化利用的新型停车场。

目前我国传统停车场建设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是未来随着我国城市化率的
提高，对城市空间利用率要求将会越来越高，传统停车场建设因为占地空间大，
投入成本高等特点而将逐渐被取代。相比而言，传统停车场已经不占优势，传统
停车场在未来将失去市场前景以及经济前景。

图三 对市区乱停车现象的报道



图五 立体停车场

（四）在所调查的各个停车场中，我们询问了一下关于平时管理停车场所遇到

的问题，我们发现他们普遍反映：有部分市民素质不高，不听取停车管理员意见。

建议：政府可注重完善对于停车场的法制建设，以此提高公民的自觉性

（五）市民对生活区域附近的停车场情况并不是非常了解，网络调查问卷中还

是有很多网友对问题的答案表示“不清楚”

建议：停车场经营者可以加大对停车场的宣传力度，明确提出停车场的管理方

案以及收费制度。对停车场附近的居民进行宣传，并且可利用电子技术及网络加

深人们对于该停车场的认识

四、活动感受

潘丽佳：其实刚开始选择这个课题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多大的信心，也感觉到

很迷惘。但在后来几天的调查中，我们逐渐有了思路，并且能够循序渐进的做下

去。

经过了这几天的调查与思考，着实收获到了很多。比如，所调查的停车问题

就是我们平时所忽略的，但却又是的的确确存在在我们生活之中的一个大问题。

这次我们融入社会，前往各个停车场去询问管理人员，真正有了一种在这个城市

中的生活的感觉，我们也很高兴能够亲自去了解居民们对“停车”的看法与见解，

更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能够为居民们提出一些有用的建议。

柳敏彦：虽然得出结论的过程是漫长而又艰辛的，但是不付出怎么能有收

获？我们也因此收获到了很多东西。

我们可以发现，在一些建立时间久远的居民区，没有停车位供住户们使用，

从而造成了住户们的不便，而一些新建立或是造价较高的居民区通常拥有较大的

停车场。

一些大型商城附近的停车场拥有较好的环境与管理方法，从而使外来车辆泊

车有条不紊，是值得其他停车场学习并借鉴的。

不仅仅是课题结论，在研究调查的过程里，也学会了如何制作问卷，如何礼

貌的向不认识的人请求帮助。当我们礼貌的请求附近市民帮我们做调查问卷时，

他们并没有拒绝我们，而是会接过手中的笔和纸，耐心地作答。这让我们感到很

温暖，也有了更大的勇气继续调查。微笑是人与人之间最好的沟通方式，当我们

对他们每一个人微笑时，他们也自然而然的回给我们一份微笑。原来人与人之间

的沟通是这么有力这么温暖的。

制作小课题让我们有了实践与探究的经历，更深的理解了钻研精神。对于问



题的思考和探究能力也有了更深一层次的提升。

张家绮：活动让我们了解了互助的力量，刚开始做课题时，并没有清晰的思

路和有规律的规划。但是经过我们不断的努力，我们在调查中循序渐进，整理出

了独特的思路，同时也通过此次调查对于我们研究的课题有了真正的了解。这让

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作为公民的监督意识和融入社会的光荣使命感。

我们在调查虽然也碰过险阻，遇过蜿蜒的坎坷，但是坚持和对于地理课题的

热情使我们克服重重的困难，把我们面对到的一切困难都化为微风，我们迎着柔

软的微风，顺风而上，最终在风的前端看见了预绽的花蕊。

之后我们的工作变为了排版与处理数据，杂乱无章的数据和参差不齐的图表

让我们刚开始无法下手，但经过我们的探讨和我们的指导老师的帮助，我们把所

有的数据都经过了一番整理，并对于数据的处理努力的编排，我们非常非常感谢

这次机会，让我们真正意识到了地理学科的美感与让人永远向往的学习的动力。

五、附件

（一）实地调查问卷

《有关居民区的对外来泊车接纳的问卷调查》

您好！我们是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的学生，本次调查是为了了解居民区车库对外来泊车的接

纳的方法。请您根据自身情况如实填写，谢谢您的配合！

1. 请问您在自己小区的停车场中是否有固定车位？

·是 ·否

2. 请问您家的小区是否可以接纳外来车辆？

·是 ·否 ·不清楚

3. 请问外来车辆在您家小区内停车是否需要收费？

·是 ·否 ·不清楚

4. 请问外来车辆在您小区内停车是否有时限？

·是 ·否 ·不清楚

5. 请问您家小区对于超过时限依旧未开走的外来车辆的处理方法？

6.请您提出对外来泊车接纳存在的一些问题

7.请您提出您的看法与建议

（二）网络调查问卷

您好！我们是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的学生，本次调查是为了了解各个车库对外来泊车的接纳

的方法。请您根据自身情况如实填写，谢谢您的配合！

您好！我们是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的学生，本次调查是为了了解各个车库对外来泊车的接纳

的方法。请您根据自身情况如实填写，谢谢您的配合！

Q1：请问在您的小区中是否设有停车场？

·是 ·否



Q2：请问您在自己小区的停车场中是否有固定车位？

·是 ·否

Q3：请问您是否由于车位贵而不在自家小区停车场内购买车位，而停在道路附近？

·是 ·否

Q4：请问您家的小区是否可以接纳外来车辆？

·是 ·否 ·不清楚

Q5:请问外来车辆在您家小区内停车是否需要收费？

·是 ·否 ·不清楚

Q6：请问外来车辆在您小区内停车是否有时限？

·是 ·否 ·不清楚

Q7：请问您家小区对于超过时限依旧未开走的外来车辆的处理方法？（若没有可不答）

Q8:请问您平时经常驾车出行吗？

·几乎不 ·偶尔 ·常常 ·几乎每天

Q9：请问您在商业区（如五马街）附近的停车场内停车是否需要收费？

·是 ·否 ·有些有，有些没有

Q10：请问您在商业区（如五马街）附近的停车场内停车是否有时限？

·是 ·否 ·有些有，有些没有

Q11：请问您是否会由于懒得寻找停车场，而把车停在道路边？

·是 ·否

Q12：请问您在商业区(如五马街)附近的停车场内停车超过时限后，停车场的处理方法？(若

没有可不答)

（三）访谈记录：

一、纱帽河商城停车场：

我：您好，我们是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的学生，我可以向您请教一些问题吗？

工作人员：好的，没问题

我：这个停车场是二十四小时开放的吗？

工作人员：是的

我：通常都是对哪些人开放的?有没有固定的对象？

工作人员：有一些车位被买断了，没有被买断的车位可以供给外来人员暂时停泊

我：那买断车位的是哪些人呢？

工作人员：基本上是这附近要上班的人。所以这里大部分车位都是不能给其他人停的。

我：那对于没有被买断的车位有没有收费？



工作人员：十二小时十元，二十四小时二十元。若第二天未开走，则累积收费。

我：那有没有对在这里停车的人做记录呢？

工作人员：有的

我：平常都是您一个人在管理吗？

工作人员：不是的，我们有轮班

我：平时值班的时候有遇到什么问题吗？

工作人员：有些外来车辆车主会停在买断的位置上，这种问题比较多

我：好，谢谢您的配合，不打扰您了。

二、世贸大厦地上停车场

我：您好，我们是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的学生，您现在有空吗？

工作人员：有的

我：我可以向您请教一些问题吗？

工作人员：好的，没问题

我：这个停车场是二十四小时开放的吗？

工作人员：算是吧，不过我们工作人员的值班时间是早上八点半到晚上十点

我：通常都是对哪些人开放的?有没有固定的对象？

工作人员：对所有人员开放

我：那这里是怎么收费的？

工作人员：两小时十元，超过一小时加五元，一天最大限额为二十元。若天数为两天及以上，

则累积收费

我：那有没有对在这里停车的人做记录呢？

工作人员：并没有，这里停车的车主基本上是前来购物的

我：平时是有轮班的吗？

工作人员：有的

我：平时值班的时候有遇到什么问题吗？

工作人员：道路不算宽敞，所有经常会发生小型交通事故，比如车辆间的摩擦。

我：那这个地上的停车场和旁边的地下停车场有什么联系吗

工作人员：没有，我们是不同的单位部门在管理的。

我：不打扰您了，谢谢您的配合。

三、世贸大厦地下停车场

（由于工作人员所处位置我们进不去，所以无法进行正面访问，我们自己通过的地上停车场

管理人员的询问以及自己的观察，总结了该停车场的情况。）

四、水心人本超市地下二层车库

我：您好，我们是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的学生，我可以向您请教一些问题吗？

工作人员：可以吧。

我：这个停车场是二十四小时开放的吗？

工作人员：是的

我：通常都是对哪些人开放的?有没有固定的对象？

工作人员：对来买东西的顾客开放

我：咦，但我刚刚进来时候上面滚动字幕上说，未购物车辆也是可以停，只不过要收费。

工作人员：说是这么说的嘛，但我们主要还是开放给顾客的。



我：你们上面还提到，购物满 58 元，免费停车 2 小时，超市或未购物车辆按标准每小时 5

元收费，那请问你们是怎么统计时间和购物有没有满 58 元的呢？

工作人员：这个。。。我们并没有做详细的记录，通常是凭感觉来的。

我：那你们有没有在车位比较空的时候开放给非购物车辆呢？

工作人员：如果真得有很多空位，还是会考虑的。

我：平时值班的时候有遇到什么问题吗？

工作人员：没什么问题吧。

我：好的，谢谢您的配合。

五、水心人本超市地下一层车库

我：您好，我们是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的学生，想向您咨询一下有关这个停车场的事项。请

问您有时间吗？

工作人员：你们这些没用的！

我：我们只是学生，想问一下这里的有关情况，可以吗？

工作人员：啊？

我：请问你们这个停车场是对外开放的吗？

工作人员：没有诶，没有没有。我们这里么只对水心这里的住户开放的。

我：那请问需要收费吗？还是采取买断车位的方式？

工作人员：没有没有，这里都是给业主的。

我：你们的开放时间是多长？

工作人员：每天都有开的，车主停进来就好了。

我：好的，谢谢

六、上田小区停车场

我：您好，我们是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的学生，相向您咨询一下有关这个停车场的事项，请

问您有时间吗？

工作人员：哦...是什么事？

我：请问这个停车场的开放时间是多久？

工作人员：都是二十四小时开放的。

我：我们想要了解一下有关这里对外来车辆的接纳情况。请问这里可以接纳外来车辆吗？

工作人员：恩...可以的，我们这里是对外来车辆开放的。

我：对于住户可以买断车位吗？

工作人员：不可以的。

我：您可以详细说一下这里的情况吗？

工作人员：恩恩...我们这里是不可以买断车位的，但有车的住户一年需要缴纳一

定费用，但是与外来车辆公平竞争。如果没有车位，就不能停放；而且由于平常

业主和居民需要刷卡进入小区，所以小区的业主和居民停车采取先到先得方式。

外来车辆可以说是与居民车辆公平竞争，但只能短时间停车。

我：好的好的，真是谢谢您的配合。

七、百好花园停车场

我：您好，我们是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的学生，想向您咨询一下有关这个停车场

的有关事宜。请问您有时间吗？



工作人员：你要问什么？

我：请问这个停车场的开放时限是多久?
工作人员:二十四小时都是开着的

我:你们的停车场是否接纳外来车辆?

工作人员:那没有的

我:可以看到你们在车位附近标识了"共用车位"和"已售车位".你能解释一下两个标识吗?
工作人员:因为一些住户不愿意买下车位,所以对于那些住户我们就是给与他们使用共用车位,
但是都是采取先到先得方式的,来迟了就停不进来了.然后一些住户是直接买下车位的,就标

识着已售车位,然后还会注明他们的车牌号,防止别人乱停

我:对于共用车位你们的收费标准是怎么样的?
工作人员:这个...不好说...
我：可以看到停车场外面有刷卡的机器，请问是用于住户刷卡收费的吗？

工作人员：是的，车费都是从卡里扣除的

我：请问是通过这种方法直接计时扣费吗？

工作人员：是的

我：好的，谢谢您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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