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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家忙碌店家冷

■ 截 至 2016 年
底 ， 共享 單車市
場整體用戶數量已
達到 1,886 萬。圖
為市民騎共享單車。
資料圖片

在「老字號」車企「飛鴿」的生產車間，各條生產線上都是
一派熱火朝天的景象。從車輪到車架，一條幾十米長的流水線
下來，一輛「共享單車」就包裝好可以出廠了。

■新華社

共享單車作為近來興起的一種
「互聯網＋交通」的新業態，

在滿足市民出行「最後一公里」需
求的同時，也有力帶動了傳統單車
製造企業的發展。
「幹了一輩子單車，也沒想過單
車會有今天。」天津市單車電動車
行業協會理事長劉學權說，從去年
上半年到現在，共享單車已發展到
29 個品牌，投入市場的總量超過
300 萬輛。「共享單車『激活』了
一批傳統單車製造企業。」

天津成主要產地

■ 天津「飛鴿」車廠與共享單車企
業合作。圖為工人在車間內安裝 ofo
據了解，作為內地最大的單車生
共享單車。
資料圖片
產製造基地，天津有一定規模的單
車企業，如飛鴿、富士達、愛瑪等 型企業，更是生存的挑戰。
都參與了共享單車的設計和製造，
傳統單車店滯銷
並從中受益。
一位業內人士透露，行業裡一些
據天津市單車電動車行業協會統
計，截至今年 2 月份，天津共生產 中小企業已經沒有活幹了，有的在
共享單車 200 餘萬輛，預計 2017 年 找大企業尋求合作，有的去找共享
天津將生產約 1,000 萬輛。天津已 單車運營公司談，但效果都不理
想。
成為共享單車的主要生產基地。
而在一些傳統的單車銷售門店，
第三方數據研究機構比達諮詢發
佈的《2016 中國共享單車市場研究 與火爆街頭的共享單車相比，生意
報告》顯示，截至 2016 年底，共享 則顯得格外冷清。一位門店的銷售
單車市場整體用戶數量已達到 1,886 人員告訴記者：「滿大街都是共享
萬，2017 年預計年底將達 5,000 萬 單車，我們這裡幾乎沒人光顧了，
一周還沒賣出去一輛車。」
用戶規模。
另一方面，一些業內人士卻對共
同時，共享單車的快速發展也給
不少傳統製造企業帶來了新的挑 享單車的未來感到樂觀。劉學權表
戰。業內人士分析認為，共享單車 示，按目前共享單車的投放範圍來
將對傳統單車產品市場產生衝擊， 看，全國總需求量初步估計在 2,000
並不斷取代現在的城市輕便單車。 萬輛左右。「以每輛車平均每天 5
未來，內地單車市場總的需求量將 人次使用計算，產品使用壽命約為
會有所下降。尤其對那些沒有研發 2 年，未來每年將會產生 1,000 萬輛
能力，拿不到共享單車訂單的中小 的修補市場。」

京 10 條大街禁停共享單車
繼上海上周暫停在主城區繼續投放共享單
車後，北京西城區交通委也約談摩拜、ofo 兩
家共享單車企業，要求企業控制全區共享單
車數量，並劃出 10 條禁停街。據悉，該區域
也是北京各區劃定的首個共享單車禁停區。

■ 共享單車亂停放現
象嚴重。
象嚴重
。
資料圖片

西城區劃定的禁停街是靈境胡同和西安門
大街沿線、西黃城根南街、南北長街、府右
街、大會堂西側路、長安街沿線、太僕寺
街、兵部窪胡同、石碑胡同共10條大街。
「掃碼騎走、手機付費的共享單車為市民
們解決了『出行最後一公里』問題，但也隨
之出現了亂停亂放、擠佔公共空間、影響行
人出行等不文明現象，帶來了不少安全隱
患。」西城區市政市容委相關負責人介紹，
經與城管、交通、公安、街道等部門的 5 次
溝通，摩拜、ofo 兩家共享單車企業已提交了
《承諾書》，將主動接受政府的監管，及時
溝通運營情況，做好禁停區域巡視收車工
作，並通過微信、App 軟件等途徑開展對禁
停區域的宣傳，實施對違規停車用戶扣除信
用分的措施。
■《北京商報》

「張獻忠江口沉銀」屬實 上萬文物出水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昨日在四川眉
山市彭山區召開新聞發佈會，宣佈彭山
江口沉銀遺址水下考古發掘工作的最新
進展。目前出水文物超過 10,000 件，證
實了「張獻忠江口沉銀」傳說。
江口沉銀遺址位於四川省眉山市彭山
區江口鎮的岷江河道內，遺址保護範圍
面積約 100 萬平方米。清代以來的文獻

記載了大西軍領袖張獻忠的船隊在此遭
遇明軍將領楊展伏擊，大批財物隨沉船
沉入江底。
2016 年 4 月，中國國家文物局批准對
「江口沉銀遺址」進行面積為 20,000 平
方米的考古發掘。項目於今年 1 月 5 日
啟 動 ， 截 至 3 月 15 日 已 發 掘 面 積 逾
10,000 平方米，共出水文物逾 10,000

■「張獻忠江口沉銀
張獻忠江口沉銀」
」
處出水萬件文物，圖為
處出水萬件文物，
多名考古學家參觀發掘
現場。
現場
。
新華社

■考古發掘出
考古發掘出的
的「西王賞功
西王賞功」
」金幣
金幣。
。 新華社

西藏近百《格薩爾》說唱藝人建檔

共享單車掀熱潮

西藏自治區圖書館館長努木昨日
透露，經過三年多的時間，除阿里
地區外，西藏已完成 94 名《格薩
爾》史詩說唱藝人的普查建檔工
作。
《格薩爾》史詩 2009 年 9 月入
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
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它是世界
上為數不多的「活形態」史詩之
一，記錄了千年前傳奇英雄格薩爾
王畢生的征戰史，全方位勾勒了藏
族古代社會生活畫卷，其字數超過
了印度史詩《羅摩衍那》，荷馬史
詩《伊利亞特》、《奧德修記》。
據努木介紹，作為格薩爾文化的
非正式保護機構，2014 年起，受
西藏自治區文化廳委託，西藏自治
區圖書館組織工作人員多次赴西藏
各地市普查。「目前，我們完成了
94 名格薩爾史詩說唱藝人的普查
和建檔。阿里地區作為最後一個普
查地，其普查建檔工作將在今年完
成。」
「藏北草原是格薩爾文化的故
鄉，90%以上的說唱藝人分佈在西
藏牧業腹心地帶那曲地區。」努木
表示，在普查首站那曲地區，西藏
自治區圖書館和那曲地區群藝館工
作人員經過兩年完成了首批 71 名
格薩爾史詩說唱藝人的普查建檔，
用文字、圖片以及視頻等形式記錄
了他們說唱起始時間、說唱部數及
其特點等多項內容。
■中新社

俄腦癱童湧哈市獲新生

■昨日，俄羅斯「腦癱」患兒在殘聯腦癱康
復中心裡進行治療。
中新社
昨日，黑龍江省哈爾濱市殘聯腦癱康復中
心裡，多個俄羅斯「腦癱」患兒正在接受針
灸、按摩等中國傳統醫學和現代康復技術相
結合的「組合療法」進行着康復治療。
自 2008 年以來，該中心開始收治外國患
兒，已幫助很多從俄羅斯慕名而來的家庭進
行過治療，至今已收治逾千人次的「腦癱」
患兒，其中七成恢復了自理能力。
截至目前，該中心被越來越多俄羅斯病患
家庭所熟知，問診高峰每天有超過 50 名俄
羅斯患兒來治療。
■中新社

件，包括西王賞功金幣、銀幣，大順通
寶銅幣，金冊、銀冊和銀錠，同時還有
戒指、耳環和髮簪等各類金銀首飾，鐵
刀、鐵劍、鐵矛和鐵箭鏃等兵器。

4塊金銀冊最引注目
考古隊首次公佈的一批金銀器物中，
最引人注目的是 4 塊金銀冊。成年人兩
個巴掌大的金銀冊表面，刻滿文字，記
錄着明朝藩王冊封的榮寵，也折射着張
獻忠敗走四川的舊事。而同一批展示的
裝飾品刻有康寧、福壽等吉祥詞，專家
推測，這些器物，可能原屬於達官貴人
或者皇室宗親。
通過此次發掘，確認了張獻忠江口之
戰的地點。此外，本次出水文物數量之
多、等級之高，種類之豐富，在中國內
地堪稱一項非常重大的考古成果，具有
極高的科學、歷史、藝術價值，逾萬件
出水文物對研究明代的政治史、經濟史
和軍事史具有重要的意義。
■綜合四川在線、央視網及澎湃新聞

春 分 立 蛋

昨日，山西太原的小學生玩「立蛋」遊戲，迎接春分節氣到來。
中國民間有「春分到，蛋兒俏」的說法，民間在當天流行玩「立蛋」遊戲，以此慶祝春天的
來臨。
■圖/文：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