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朗国防部11月27日说，伊朗高级核物理学家穆赫辛·法赫里扎
德当天在首都德黑兰附近遭遇“武装恐怖分子”袭击，经抢救无效身亡。

图为当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附近拍摄的伊朗高级核物理学家穆赫
辛·法赫里扎德遭遇袭击的现场。 新华社发

观察·时事聚焦11 2020年11月30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唐爱平 封锐 王亮 版式编辑 杨诚

湖南日报记者 陈新 郑旋 欧阳倩

11月23日，长沙有关部门集中约
谈6家共享单车运营企业，要求3天内
清理回收无牌照共享单车，整治不到
位的，将限期整改直到下架，给长沙愈
演愈烈的“共享单车之战”当头泼了一
瓢冷水。

2017 年，共享电单车开始进入长
沙，逐渐成为市民短途出行首选。但从
2019年开始，各种出行企业纷纷进入
长沙，过度投放、无序竞争、乱停乱放，
直接导致了城市秩序问题丛生。

到11月26日，企业共回收无牌电
单车 21.7 万辆，路上共享电单车少了
很多，城市也变得清爽起来。不过，不
少市民疑惑，整治之后，能否刹住共享
电单车超量投放之风？

跑马圈地：
13家企业涌入，60万辆

共享单车让城市不堪重负

2017年10月，享骑电单车作为第
一个共享电单车品牌开进长沙，解决
出行最后三公里的痛点，受到市民欢
迎。2018 年 3 月，哈啰助力车入驻长
沙，后来居上，独占鳌头，快速打开长
沙市场。

虽然在当时，共享电单车竞争已
逐渐显露，但由于政策“不鼓励、不发
展”，因此基本处于稳定阶段。

2019 年 4 月，被誉为电动自行车
行业“新国标”的《电动自行车安全技
术规范》正式出台，该政策明确了电动
自行车的标准，属于标准之内的电单
车将被归为非机动车，上路并不需要
驾照。

艾媒咨询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
年中国共享电单车数量已超过100万
辆。在未来5年，用户对于共享电单车
的需求将进一步激发，预计2025年共
享电单车投放数量将达到 800 万辆，
收入规模将达到200亿元。

这样的行业潜力，让不少共享出
行巨头跃跃欲试。然而，北京、上海、广
州等一线城市相继发布文件，对共享
电单车表态“暂不发展”或者“不鼓励
发展”。这让出行巨头将目光投向了二
三线城市。

在不少出行巨头看来，长沙地形
较平整，100 多公里自行车道骑行自
如。此外，长沙经济多元，夜经济繁荣，
营商环境良好，政府对共享电单车政
策比较宽松，长沙的发展潜力，使其成
为各方争夺的“香饽饽”。

2019年下半年开始，青桔、小遛、
美团等电单车陆续“进军”长沙市场，
一时间，长沙涌入13家企业，满城可见

“五颜六色”的共享单车，“彩虹大战”
拉开序幕。

各大品牌在长沙“跑马圈地”。数
据显示，2019年底，长沙市共享电单车
还不足 10 万辆,到今年 11 月初，共享
单车超过60万辆，其中电单车约46万
辆，在全国首屈一指。目前,长沙市共享
单车密度约为1380辆/平方公里，100
人共享单车拥有量为7.1辆，这对于地
理面积和建成区空间并不宽裕的长沙
来说是不小的负担。

■短评 严管才是厚爱，规范才能发展

集中整治之后，下一步如何规范共
享电动单车过量投放卷土重来？

记者采访发现，目前国内多地对电
单车市场的监管大多仍属空白，无章可
循。今年9月30日，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
厅发布了《关于促进互联网租赁自行车
规范发展的指导意见》，鼓励和推动互联
网租赁自行车规范化、集约化、绿色化发
展，实行总量控制、配额管理，加快完善
设施供应。

但是总量控制多少合适？如何实行
配额？文件并没有说明。在全国层面，一
直以来没有一套完整的、符合城市实际
的测算方法，一个城市究竟能停放多少
车、市民需要多少车、企业投放多少，往
往是根据地方政府的要求来做的结果
推导。

“目前分两阶段走，整治规范期间控
制共享电单车在10万辆左右，后期根据
配额管理，总量控制在20万辆左右。”对
此，长沙市交通运输局出租车管理处负
责人介绍，日前，该局牵头出台了一个共
享单车投放管理方案，对共享电单车实

行准入制，并对出行企业合规情况、车辆
调度能力、车辆停放管理、车辆上牌管理
等进行考核打分，根据分数高低，由交
通、交警和城管3个部门共同协商，决定
企业投放配额；如果分数太低，就会对现
有的车辆进行减量。

“只有规范了，才有市场。”哈啰出行
长沙负责人表示，今后将在政府主管部
门指导下积极完成上牌工作，按照有关
规定科学合理投放，足额配备运维人员
车辆，通过政企共管优化交通环境，以带
动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良好的市场需要大家共同维护，
无序投放只会增加城市道路交通压
力。”青桔长沙城市经理李震介绍，在后
续运营中，将设置更多的定点运维，借
助大数据提前预测易淤积点位，对整体
骑行数据做二次分析，与主管部门一起
商议出最符合长沙慢行交通特点的投
放数量。

共享电单车经过野蛮生长期后，通
过此轮整治和规范，是否能走向健康发
展？我们将拭目以待。

规范发展：
总量控制在20万辆左右，打分考核决定车辆配额

市民张杰的公司离最近的地铁站有
15 分钟的路程，每天早晨从地铁 1 号线
铁道学院站下车后，骑共享电单车，5分
钟就可到公司。

根据《2020年共享电单车出行观察
报告》对长沙等三座城市的出行大数据
分析，2019年11月至2020年7月间，长
沙用户平均单次骑行 15 分钟，行程 2.5
公里；骑行时速约10.9公里。数据显示，
美团小黄车最多一天被骑了13次。

可是，就在今年下半年，在长沙商
场、地铁口、学校和医院附近，电动单车
已成泛滥之势。

“地铁口停车黄线内只能放三四十
辆共享电单车，但最多时竟停了 200 多
辆，整个人行道被共享电单车占领。”张
杰常常因为车辆停不进黄色停车区域内
而被扣除15元。

占道、无序，已经成为常态。
“小区前面一条巷子口，到了晚上，

停满各种共享电单车。”家住开福区福泽
园小区的李先生发现，小区附近不少街
巷，都被共享电单车“侵占”，原本拥挤的

上班路，被挤得更窄了，走路都要侧着身
走。

“社区经常接到投诉，我们也头疼不
已。”芙蓉区丰泉古井社区党委书记龙欣
介绍，社区地处五一广场周边，人流密
集，投放的共享单车数量也多，横七竖八
停放的共享自行车随处可见，给区域形
象和社区管理造成很大困扰。

“共享电单车确实方便了市民。但市
场真的需要这么多车吗？”龙欣说，社区
也想了不少办法来缓解这一难题，但还
是难以招架。

过量投放的“车海战术”成为共享电
单车高现金流的不二法宝。共享电单车
企业铺的车越多，越容易被用户选择，也
就越得利。

业内人士算了一笔账，电单车的骑
行时长一般在 15 分钟，客单价 2 块钱
左右。以一台翻台率 6 次的电单车为
例，一辆电单车的盈利额在 12 块。一台
电单车的成本为 5000 元左右，10 万台
电单车，一天的收入在 120 万元，大约
14 个月回本。

乱象丛生：
过量铺排，出行方便变不便

集中整治：
3天回收21.7万辆，路面秩序向好

伊朗会否报复？

哈梅内伊28日发表声明说，伊
方首要事项是“明确惩罚”凶手及
下令杀害穆赫辛·法赫里扎德的
人。鲁哈尼当天也对遇袭身亡的
法赫里扎德致以哀悼，并表示恐怖
行为不会阻碍伊朗科学家继续努
力。

法赫里扎德是伊朗国防部核
计划负责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
亚胡2018 年曾在谈及伊朗核计划
时“点名”法赫里扎德。法赫里扎
德也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
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

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马吉德·
塔赫特-拉万希27日致信联合国秘
书长和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说，此

次暗杀行动背后有“明显的以色列
责任迹象”。他指出，近十年来，多
名伊朗顶尖科学家遭暗杀。

分析人士指出，伊朗誓言为法
赫里扎德报仇，若报复行为造成美
方人员身亡，美伊出现军事冲突的
可能性将显著提升。不过，伊朗并
不希望卷入战争。

德黑兰大学访问学者、清华大
学伊朗问题专家刘岚雨认为，外部
势力此次针对伊朗关键人物的刺
杀是一种挑衅或试探，意图刺激伊
朗方面做出“过度报复”，从而为对
伊军事行动制造借口。不过，在当
下美国国内权力交接的敏感期，伊
朗可能会尽量降低触发直接冲突
的风险。

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
在 11 月中上旬一度考虑袭击伊朗

核设施，但在美国军方等劝阻下放
弃这一打算。

“暗杀”伊核协议？

相比于破坏伊朗核计划本身，分
析人士认为，此次暗杀行动目的更多
在于进一步破坏伊朗核协议，并挤压
美国新政府未来与伊朗的外交接触
空间。

曾任美国国务院负责核不扩
散事务的官员马克·菲茨帕特里克
表示，伊朗的核项目早已迈过需要
依赖个别科学家的阶段，此次暗杀
行动不是为了破坏伊朗的“战争潜
力”，而是要破坏处理伊核问题的
外交渠道。

美国当选总统拜登的外交团
队已明确表示新政府将重回伊核

协议的轨道。拜登不久前宣布的
国务卿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人选——安东尼·布林肯和杰克·
沙利文都曾参与伊核协议的谈判，
是该协议的坚定支持者。沙利文
此前表示，重回伊核协议将是新一
届美国政府外交领域的优先事项。

美国米德尔伯里国际研究学
院教授杰弗里·刘易斯认为，暗杀
法赫里扎德的目的就是要在拜登
政府上台前“暗杀”伊核协议。

刘岚雨认为，伊核协议属于拜
登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副总统
时的一个政治业绩。在明年拜登
正式就任的1月到伊朗下次总统大
选的 6 月之间，美国与伊朗或将出
现较好的谈判窗口，但各自面临的
内外局势仍存很多变数。

（新华社德黑兰11月29日电）

多方谴责
对伊朗核专家的袭击行径
伊朗高级核物理学家穆赫

辛·法赫里扎德27日在首都德黑
兰附近遇袭身亡。欧盟及多个国
家28日谴责袭击行为，并呼吁有
关方面保持克制，避免地区局势
升级。

欧盟发表声明说，27日发生
的暴力袭击是“犯罪行为”。“在
情况不明朗之时，更重要的是各
方保持冷静和最大程度克制，从
而避免出现不符合任何人利益
的局势升级。”

德国外交部一名发言人对
媒体表示，德方对此次事件可能
导致地区局势升级表示担忧。

土耳其外交部发表声明谴
责针对法赫里扎德的袭击行为。
声明说，土耳其反对任何破坏地
区和平的企图和任何形式的恐
怖主义行为。声明表示，应惩处
此次事件的所有责任方，各方应
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地区局势升
级的行动。

叙利亚外交部长费萨尔·梅
克达德表示，国际社会应谴责这
一袭击行为，并呼吁联合国加强
打击恐怖主义的力度。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
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强烈谴
责导致法赫里扎德身亡的“恐怖

主义行径”，表示将“坚决支持伊
朗及其人民”。

法赫里扎德是伊朗国防部
核计划负责人。以色列总理内塔
尼亚胡2018年曾在谈及伊朗核
计划时“点名”法赫里扎德。据伊
朗媒体报道，法赫里扎德乘坐的
汽车27日下午行驶在德黑兰东
北60公里处阿布沙德村一条街
道上时爆炸，随后发生枪击，造
成多人死亡。目前没有组织或个
人宣布制造了袭击。

伊朗总统鲁哈尼28日表示，
这次恐怖袭击是敌人无法面对
伊朗的科学进步、在政治等领域
连续遭遇挫败的结果，袭击暴露
了他们的恶毒和敌意。伊朗最高
领袖哈梅内伊当天表示，应惩处
恐怖罪行肇事者。

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马吉
德·塔赫特-拉万希27日致信联
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当月轮值
主席说，此次暗杀行动有“明显
的以色列责任迹象”。近十年来，
多名伊朗顶尖科学家遭暗杀。

以色列内阁成员察希·哈内
格比28日对以色列媒体表示，他
不清楚是谁制造了针对法赫里
扎德的袭击。

（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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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3 日，长沙市交通运输局、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
法局集中约谈小遛共享、喵走、哈罗出
行、青桔、美团、喜宝达 6 家共享电单车
企业，要求上述企业即日起至11月26日
前清理回收无牌照电动自行车。

长沙市城市管理与综合执法支队常
务副支队长朱兵告诉记者，按照“先整
治、再规范、建长效”原则，27日以后，城
管、交警部门对违规投放的共享单车（电
动车）进行清退。

被约谈之后，企业加大了无牌电单
车回收力度。

11月26日晚上11时，美团电单车开
福区负责人陈伟红还在带领团队进行车
辆减量回收工作，这是第三天24小时不间
断搬车。

美团电单车长沙负责人表示，26日
当天，美团电单车一天回收3万辆，回收

的车辆将被运输到统一的场地，逐一登
记入库后再转运异地。

从西二环拐入岳麓区含浦路，行走
1000 米左右来到一家驾校。记者看到，
一万多平方米的练车坪内，整齐摆放了
大量青桔共享电单车，规模颇为壮观。

“公司临时租用了 5 个停车场摆放
车辆，这个停车场停放了 1 万多台无牌
车辆。”值守的工作人员介绍说。

青桔长沙城市经理李震介绍，公司
计划将无牌车辆集中在仓库维修整备，
待后续重新上牌后再投入运营。

根据长沙市交警部门发布的数据，
美团、青桔、哈罗出行、小遛等企业应
回收共享电单车 38.73 万余辆。记者从
长沙市城管执法局了解到，“三日之
约”已过，全市已累计回收各类共享电
单车 21.7 万辆，路面整体秩序呈现向
好趋势。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伊朗总统鲁哈尼28
日分别对前一天发生的伊朗核物理学家遇袭身亡一
事表态。哈梅内伊表示，应惩处恐怖罪行的肇事者。

尽管尚无组织或个人宣布制造此次袭击，但伊
朗方面认为此次袭击由以色列策划实施，并指控幕
后有美国身影。伊朗是否报复？伊朗与以色列、美
国之间的冲突是否升级？事件对美国今后对伊朗政
策影响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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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天，曾经热得“发烫”的共享
电单车，随着寒冬到来暂时“退烧”了。长
沙集中约谈共享单车企业，企业快速反
应，迅速回收无牌电单车，城市市容大有
改观。

对企业自身来说，“退烧”并非坏事。
争抢地段，过量投放，无序竞争，大铺摊
子，直接导致自身运维跟不上，运营成本
增加，车辆翻台率减少，这种混战不是长
久之计，更不可持续。这也是部分出行企
业看到这个态势后，主动“瘦身”的原因
之一。

对社会来说，共享电单车“退烧”也
是好事。在这一年里，各色电单车在一些
区域泛滥成灾，逐渐演变成添堵的角色。

“退烧”之后，街上的共享电单车数量有
所减少，但这正是共享电单车角色的再
次回归，也是政府部门优化市民出行，维
护城市秩序的一个举措。

这次整治也让我们看到，如果任由
资本驱动，不设门槛，任意投放，共享电
单车治理难免会走上“先投放后治理”的
老路，这是对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规范才能发展。希望政府、企业、公
众各方合力，让共享电单车在法治化、科
学化、规范化的道路上骑得又好又稳。

11月25日，长沙市芙蓉广场，城管
执法人员清理无牌照共享电单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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