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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委中心市场的交通整治出路在哪

——对居委中心市场交通情况的调查

一、导言

随着近年来人口密度的增大和车辆拥有者数量的上升，交通拥堵成为了“老

大难”的问题。我们凤岗居委中心市场也不例外，近年来交通情况差，交通难以

管理和改善的局面僵持不下，这已然成为了一个困扰居民以及管理者的城市严峻

问题。那么，居委中心市场交通现状究竟如何？造成居委中心市场周围交通现状

的原因是什么？社会各界对居委中心市场交通情况差的环境有什么认识和评

价？有什么缓解现状的办法?针对以上众多问题，我组对居委中心市场的交通情

况进行了具体而深刻的调查研究。

二、调研情况说明

（一）调研目的

为了缓解中心市场交通情况差的现状，为周围居民的生活出行提供便利，以

求营造井然有序的社会氛围。

（二）调研时间

2017 年 7月 31 日——2017 年 8 月 14 日

（三）调研对象

凤岗镇中心市场周围居民、摊贩、车主等，以及中心市场相关管理人员。

（四）调研方法

主要采用了抽样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和网上查阅资料的方法。为研究居委中

心市场交通情况的各项问题，我们小组制作了通俗易懂的调查问卷，对市场附近

人员共随机发放 400 份，回收了 348 份，其中废卷为 21 份，问卷的有效回收率

为 81.75%。这当中，有停车需求的人为 96 位，前来消费者为 165 位，中心市场

附近的从业者为 120 位，路过行人及其它为 52 位，在这些人中既是从业者又是

前来消费者为 17 位，既是从业者又是有停车需求的车主为 36 位，既是消费者又

是有停车需求的车主的人为 48 位，三种身份均具有的为 5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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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研主要内容

下面我们按照：1、居委中心市场交通情况现状 2、造成该现状的各项因素 3、

附近居民对居委中心市场交通的认识评价及建议 4、调查的主要结论及几点建

议，来展开叙述。

（一）居委中心市场的交通情况现状

在发放问卷之前，我们派出了小组成员亲身去感受中心市场的交通状况，并

拍摄了相关照片。根据照片以及小组成员的反馈我们总结了几点现状：

1、车辆通行量很大

中心市场路段接近一个较大型十字路口，该十字路口为许多车辆的必经之

地，而且中心市场附近商铺非常密集，加之对面矗立着一个沃尔玛，车流量之大

可想而知。

2、车辆经常性堵塞，雨天更甚

三十分钟一小堵，五十分钟一大堵，堵塞成为常态，车主的出行体验差，在

天气糟糕的下雨天堵塞更为严重。

3、早间时间段最为拥堵，全天交通都处于较糟糕状态

中心市场主要作用是供人买菜，而根据我们的问卷，在出行时间的选择一项

上，53.33%的人属于在早上出行，16%的人属于在中午与下午出行，30.67%的人

属于在晚上出行，次之。56.06%的人认为早上是全天最拥堵的时间段，19.70%

的人认为晚上是全天最拥堵的时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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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中心市场交通较拥堵的时间段为早晚，尤其是早上。不仅如此，我们

还发现出行时间的选择和拥堵时间段的选择有相当大的正相关，大部分人会把拥

堵时间段选择为自己的出行时间段，这就说明很有可能中心市场周围的交通全天

段都处于一个比较糟糕的状态。

4、许多车主对驾车出行过于依赖

据调查问卷显示，327 位填写者中有 96 位为有停车需求的车主，而在车主

中有 16.67%的人其居住地距离中心市场距离小于 2公里，有 25%的人其居住地距

离中心市场的距离为二到五公里，这说明接近半数的车主是在一个较近的范围内

行驶过来中心市场的，许多车主对驾车这种出行方式过于依赖，这也是交通现状

之一。

5、车辆秩序较乱，交通管理较为乏力

在车主中有 86.46%的人认为自己清楚考虑过车辆的不当停放会对交通造成

影响，而在所有受访者中这一数字则为 76.15%，这说明车主对车辆的不当停放

问题比非车主更加敏感，然而在车主中，关于“请问您是否会在中心市场附近随

意停放车辆”这一项问题，分别有 33.33%和 41.67%的人选择了“偶尔”和“很

少”，还有 16.67%的车主则认为自己从不随意停放，只有 8.33%的车主愿意承认

自己经常随意停放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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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在相当大一部分车主清楚意识到乱停车会对交通造成消极的影响，并

且只有不到一成的车主经常随意乱停车的前提下，车辆乱停的情况却依旧十分严

重，随处可见。我们认为，这是难以解释的，并由此我们推测应当有相当一部分

车主不愿意承认自己因没有停车位而乱停放车辆的事实。我们还发现，随意乱停

经常并不会有实质性的违章处罚，交通管理较为乏力，这也属于市场交通现状的

一环。

6、乱摆放乱停放的现象严重

乱摆放乱停放在居委中心市场是随处可见的一个现象，摊贩为谋生计经常会

选择占用人流量较多的人行道来招徕顾客，而车主经常会因没有停车位而贪图方

便将车辆随意停放在不应当停放且会对公共交通造成干扰的位置。

(二)造成中心市场交通状况糟糕的原因

交通状况糟糕是多方面因素的一个合力的作用，根据问卷收到的反馈以及小

组成员的总结，现列出以下可能原因：

1、非汽车车辆和果蔬垃圾等乱摆放对停车位的占用

电瓶车、单车、手推车、三轮车对汽车停车位的无理占用导致小汽车不能完

全停进车位，只能将车尽量停进车位，赶时间的车主直接就停在车位旁边，而车



7

道本身就不宽，长出来的半截车身就对过往车辆造成了很不良的影响。这些其它

车种没有适合的停放区域，加之车主自身的交通意识较差，而且对这些现象没有

具体的处罚措施，才导致了这种情况。

2、某些车主在没有车位的情况下随意将车辆停放在行车道上

这一类现象比第一类更加普遍，也更加严重。车主在停车位已经被占用的情

况下直接将车辆停在行车道上，对过往车辆造成了巨大的干扰。而且在道路两侧

均有这种现象发生的情况时，道路更加容易被堵塞，原本双行的车道变成只能单

行的车道，双向来往的车辆造成冲突导致道路被塞死。这种乱停车的行为造成的

消极影响与其应当承担的后果不成正比，许多司机可以贪图便利地停车，在节约

自身的时间的同时而不会受到任何处罚，所以乱停车现象才会如此普遍和严重。

3、某些摊贩乱摆放挤占人行道，间接造成行人挤占行车用道

这一类情况较上述不严重，但是十分难以管理。摊贩在非合理区域摆摊，影

响了人行道的秩序，人行道与行车道紧密相连，人行道的秩序差，势必会牵连到

行车道，行人觉得难以通过人行道时势必会沿着行车道走或者横穿行车道过对面

的人行道，这不仅有十分大的安全隐患而且还对交通秩序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干

扰。据我们小组了解这一类情况城管部门是有进行过相关管理的，但是管理收效

甚微。

4、早上出行的人过多

绝大多数的居民会选择在早间时段买好一天所需的菜，所以在早间时段市场

路段是最为拥堵的。早上不仅多人出门买菜，而且许多上班族也是在这个时候出

门上班，在附近从业的人和上班需要途径市场路段的人都会给市场交通带来压

力。

5、中心市场路段接近沃尔玛红绿灯这个交通枢纽，车辆通行量十分

大

居委中心市场毗邻一条主干道，和一个较大型十字路口，有些车辆会选择在

市场附近短暂逗留，给中心市场路段的交通造成额外压力。这一点是实实在在的

客观因素，没有办法避免。

6、某些车辆的停车时间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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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委中心市场路段的停车位不收费不限时，导致许多车主行动拖沓，占用停

车位的时间特别长，从而降低了停车位的有效利用率。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有

33.33%的人停车时间在 20 分钟之内，有同样百分比的人停车时间为 20 到 30 分

钟，而有 25%的人停车时间为 30 到 50 分钟，还有 8.335%的人停车时间在 50 分

钟以上，这表明有三成以上的人占用车道处于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如果能够尽量

减少车主的停车时间，杜绝停车特别时间特别长的行为，交通压力应该会有一定

缓解。

7、中心市场上面为居民楼，人流特别大

中心市场上面拥有非常庞大的住户数量，这些住户的出行会与那些前往市场

的人造成一定的冲突，这样的冲突也会给中心市场这个路段的交通施加相当部分

的压力。

8、停车位过少

不仅是中心市场路段停车位过少，而且周围能够帮助缓解压力的停车场也不

多。市场路段的停车位无法再增加，只能依靠附近的停车场缓解压力。问卷显示

78.13%的受访车主表示不知道附近其它可供停车的地方，我们要对附近一带有空

闲停车位，没有完全利用好的停车场进行加大力度的宣传。让车主知道哪里可以

合理停放他们的车辆，让他们的手头多一个可以选择的选项，或许居委中心市场

周围的交通就能够好一些。

9、有关部门的管理较为乏力

没有有力的条规和措施所以乱摆放乱停放的现象较为严重，没有动员足够的

人员力量去管理乱摆乱放的问题所以乱摆乱放的问题一直的得以存在。

10、城市规划不好道路建设不完善

中心市场处于住宅区和商业区都相当密集的地段，这附近车流量很大，因此

对停车位的需求也很大，然而附近并没有大型的停车场，没有地下车库等可以缓

解路面交通的配套设施。并且道路过少而建筑过多，车流过大和道路过窄，交通

拥堵难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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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附近居民对居委中心市场交通的认识评价及建议

由图表可以看出，相当大一部分的附近居民都对居委中心市场的交通环境感

到不满意甚至是十分不满意，尤其是长期在附近工作的人以及有需要驾车经过或

停留的车主，对中心市场交通情况的满意度更低于平均水平。

中心市场的乱摆放乱停放现象一直是比较困扰附近居民以及管理者的一大

难题，于是我们在问卷中特地提出了相关问题以了解有关情况。

对此类现象难以容忍的人占据了大多数，但是特别地，我们发现，在车主，

消费者及路人的眼中，摊贩占用人行道或停车位的行为和车主乱停放的行为几乎

是同样难以容忍的，而从附近的从业者的态度来看，他们对待摊贩的态度要比车

主宽容不少，75%左右的附近从业者对车主乱停放的行为选择了难以容忍，这一

比例竟比对乱摆放行为做出同样选择要高出 41.67%，整整超出了一倍有余。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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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受访的附近从业者中有一部分的摊贩，但是这并不能够解释如此悬殊的差距，

最后我们将此理解为，其它从业者对同为从业者的摊贩迫于无奈而追求生计的行

为更容易倾向于选择包容。“虽然不正确，但是也无可厚非。”

为了更具体地了解附近居民对乱摆放停放问题的感受，我们随机选择了一位

附近居民并在取得同意的情况下进行了如下访谈：

1、 Q：中心市场这片区域是我们经常去的地方，我们的购物买菜和娱乐都是在

这片区域进行的，您平时活动的时候觉得市场乱停放的现象严重吗？

Ａ：非常严重

2、Ｑ：是否觉得乱停放的现象对附近的居民造成了影响？

Ａ：造成很大影响，堵塞交通，行路不便

3、Ｑ：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乱停放的呢？、

A：车太多，道路过窄，停车位不够

4、 Q：对此居委是否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A：在我看来是没有采取，即使采取了也是收效甚微

5、 Q：请问城管部门有没有来管理过这些现象？一般是什么时候来管理？

A：有，但也是一般般，星期天放假（口误应该是星期六星期天放假），一

到星期六，一般都是早上下午不来，晚上没什么车也不管

6、Q：请问城管这样的管理方法是否有什么效果呢？

A：没有什么效果，在当时是起到一定的作用，之后又重蹈覆辙

从访谈记录我们可以看到居民态度的一个缩影，不满。这样的不满还体现在

问卷的主观题的反馈上，尽管都是简单的语言，却很明确和直白。关于乱摆放乱

停放现象对居民的影响，回答有诸如“浪费我时间”、“无法正常停车，上下货”

和“影响出行”等，关于有关部门是否对这些不良现象管制过，居民的回答普遍

是“有吧，管了和没管一样”“没有感受到”“没有见过，效果甚微”等。可以

看到，不满成为了附近居民对居委中心市场附近交通情况态度的主旋律。

在访谈完居民后，我们还找到了居委的有关人员进行如下访谈：

1、Q: 请问您觉得中心市场乱停乱放现象严重吗？

A: 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严重吧。

2、Q : 请问您觉得中心市场乱停放现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A:个人认为主要是公开停车场比较少，而且没有合适的地方停车，市民贪方

便乱停放，还有就是无牌无证商贩占道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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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Q ：对此居委是否采取相应的措施？

A: 有的我们居委呢，这边有个城管部门，平时也负责去管一下商贩乱摆卖

现象。然后呢最主要就是我们没有执法权，所以呢我们经常都是只能叫他们撤离

摆摊的位置，然后呢…额…就这样子

4、Q ：对此您对乱停发现象上有什么建议？

A:我个人觉得政府部门可以在合适的地方修建多几个停车场，或者开辟多一

些地下停车场或空中停车场之类的停车场。

从对居委有关人员的访谈来看，乱停放乱拜访现象同样严重，乱摆放现象城

管部门虽有权管理但是收效甚微，乱停放现象居委则没有管辖权。而据我们的了

解交警部门也不对此路段采取有效的管理手段，该路段不收费不限时，乱停车没

有违规惩罚，我们认为这很可能是乱停车现象泛滥的一个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客

观因素上，对停车位的巨大需求和停车场的匮乏产生了巨大的矛盾，如果能够将

新停车场修建提入日程，乱停车现象应该能够有所缓解。

四、主要的调查结论及几点建议：

目前，居委中心市场交通情况糟糕，尤其是乱摆放乱停放现象严重。与此同

时，相关的管理较为乏力，没有起到相应作用。为此，附近居民对目前的交通情

况普遍持不满意态度，这些都是亟需密切关注的问题。

结合先进城市的交通整治案例以及居委本地的实际情况，我们进行了严密的

探讨及思考后，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有关部门一定要加强执法力度

有关部门作为城市管理的重要指挥作用，应高度关注居民的生活交通困扰，

推行相关有效政策。加大对路面的交通监管力度，投放更多的路面监控设施，对

乱摆放路停放行为制定更加严厉的惩罚措施，动用足够的人员力量对此类不良现

象进行整治。

(二)要提高公共资源利用率

充分利用现有现有便道和路边资源的基础上，采取灵活多变的形式，在不妨

碍行人通行的前提下，尽可能的规划停车位。启用停车收费，并且采用“分地区，

分时段，分长短”的计费方法，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增设计时收费器，30 分钟内

的临时停放，不收取停车费用，鼓励大家提高办事效率，超过 30 分钟按时收取

停车费用。

(三)号召社会各界的力量

一方面要扩大容量，多建停车场，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引导社会资本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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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场建设，特别是建设立体停车场，占地面积小而停放车辆多。另一方面要优

化存量，充分利用现有的停车场，动员组织某些单位将空闲用地开发出来进行市

场化运作，发挥社会动员的力量，将更加有效地利用社会资源，缓解交通压力。

(四)要加大交通知识的宣传教育

政府学校、社区、媒体等要让所有交通参与者形成良好的交通观念，树立正

确的社会意识观念，养成良好的交通习惯。大力宣传公共交通出行，提倡错峰出

行。

(五)居委可以协助成立交通志愿者协会

让志愿者定期组织活动，到居委中心市场附近宣传交通常识，让文明出行、

合理停车的理念深入人心，共同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交通环境。

(六)对居委中心市场进行有关规划

将原址改建为停车场。既可以避开交通主干道和密集住宅区以及商业区带来

的交通压力，又可以减少来原路段买菜的巨大人流车流，还可以为原中心市场上

的居民及附近居民带来停车位置。

五、附件

（一）访谈录音

（二）乱停放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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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卷调查表

附: 凤岗镇居委中心市场情况调查问卷

各位居民们：

您好！我们是 2017 年凤岗镇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调研报告小组，本次社会调研主题为

居委中心市场整治的思考与对策。为了更加广泛性地收集群众信息，深化本次社会调研主题，

制定出更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方案和措施，特开展此次调查，希望能够得到您的支持和协助。

本次调查，均采用随机匿名调查方式，调查内容只用于统计分析。您只需根据自己的实

际情况，在每个问题所给出的几个答案中选择一个或多个合适的答案打“√”，或者在_______

中填写您的答案。您的回答将代表众多和您一样居住在凤岗内的居民们，并将对我们调研小

组进行具体调研提供帮助。

在此衷心感谢您的支持和协助！

凤岗居委大学生调研小组

2017 年 8 月 1日

1、请问您的身份常为下列哪一种？

A.有停车需求的车主 B.市场周围的工作者 C.中心市场的行人

D.前来购物的消费者 E.其他

2、您一般出行的时间是什么？

A. 早上 B.中午 C.下午 D.晚上

3、请问您的居住地到中心市场的距离大概在下列那一范围？

A.很远（大于十公里） B.较远（五到十公里）

C.较近（二到五公里） D.很近（小于二公里）

4、请问您通常通过哪种交通方式来中心市场？（不是车主请跳到 8）

A.步行 B.驾车 C.公交车 D.自行车

5、请问您是否会在中心市场附近随意停放车辆？

A.经常 B.偶尔 C.很少 D.从不

6、请问您是否知道中心市场附近其它可供停车的地方？

A.是 B.否

7、请问您在中心市场路段的停车时长一般为？

A.20 分钟以内 B20到 30 分钟 C.30 到 50分钟 D.超过 5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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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请问您是否考虑过车辆的不当停放会对交通造成影响？

A.清楚考虑过 B.考虑过 C.没考虑过

9、请问您对中心市场周围的交通情况是否满意？

A.很满意 B.较满意 C.一般 D．不满意 E.非常不满意

10、请问您认为什么时候市场交通比较拥堵？（多选）

A.早上 B.中午 C.下午 D.晚上 E.全时段拥堵

11、请问您认为造成拥堵的原因是什么？

主要（ ） 次要（ ） 次次要（ ）

A.摊贩占用人行道和车道 B.城市规划不好道路建设不完善

C.车主乱停放车辆 D.行人素质不高

E.有关部门缺乏管理 F.其他

12、请问您对摊贩占用人行道或者停车位的行为有什么看法？

A.可以容忍 B.无所谓 C．难以容忍

13、请问您对车主乱停放车辆的行为有什么看法?

A.可以容忍 B.无所谓 C．难以容忍

14、请问您是否愿意接受停车位分时段收费的制度？

A.非常愿意 B.愿意 C.一般 D.不太愿意

15、请问中心市场乱停乱放现象对您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产生了哪些影响？

16、相关责任部门进行管制过？管制结果如何？

17、请问您有什么好的整治建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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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查到此结束！非常感谢您的配合和支持，在此真诚地祝您生活愉快，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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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访谈记录表

附:

关于“居委中心市场情况的管理和整治”的访谈提纲
组长：刘世锋

副组长：黄艳东、陈建杰

组员：古宗霖、曾玉坚、李文龙、李文婷

一、 访谈时间：2017年 8月 3 日

二、 访谈地点：凤岗居委

三、 访谈目的：关于“居委中心市场情况的管理和整治”

四、 访谈方式：面对面访谈

五、 访谈对象：镇居委工作的干部、居民

六、 提问提纲：

（一）访谈开场语：

您好，我是一名在校就读的大学生，现在做一个关于“居委中心市场情况的

管理和整治”专题调查，最多耽误您 5 分钟时间来完成这次访谈，请问你有时间

麽。好的，谢谢。本次访谈主要通过问答的形式，访谈内容将严格保密！为保证

访谈的有效性，请认真回答每一个问题，如果您没有疑问的话，我们开始吧。

（二）访谈对话

第一部分：对话部分

对居民

1. 中心市场这片区域是我们经常去的地方，我们购物、买菜和娱乐都是在这片

区域进行的，您平时活动的时候觉得市场乱停放的现象严重麽？

2. 是否对附近的居民造成影响？

3. 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乱停放的呢？

4. 对此居委是否采取相应的措施？

5. 请问城管部门，有没有管理过这些现象，一般是什么时候来管理？

6. 请问城管这样管理方法是否有用？

对居委干部

1. 请问您觉得中心市场乱停放现象严重吗？

2.. 请问您觉得中心市场乱停放现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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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此居委是否有采取相应措施？

4. 对此您对乱停放现象上有什么建议？

第二部分：访谈结束语

再次感谢您的配合，祝你生活愉快，工作顺利。

七、 采访步骤

（一）观察活动现场

（二）选取对象

（三）开始访谈记录

（四）访谈结束后的资料整理

八、可能碰到问题

（一）被访者敷衍回答

（二）访谈过程中被访者不耐烦

（三）被访者拒答

九、解决办法

（一）如被访者敷衍回答，应尽早结束访谈，并将此次访谈作废

选取

（二）应该速战速诀，在场都是正在忙碌的工作人员

（三）合适的问题，必要时需要随机应变

十、采访前的准备

（一）本子、笔

（二）录音工具（录音笔、手机）

（三）访谈提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