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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
讨论是否该淘汰燃油车时，
在东南欧小国克罗地亚首
都萨格勒布郊区，一群平均
年龄 29岁的工程师正在 29
岁的老板带领下，埋头研究
怎样把他们最高时速 365
公里、百公里加速 2 . 5秒的
电动跑车技术做得更好。

如今，“特斯拉”已逐渐
成为电动汽车的代名词，
但少有人知，在克罗地亚，
里马茨汽车公司已经开始
向阿斯顿·马丁、柯尼塞格
等大名鼎鼎的超级跑车制
造商出售电动汽车技术。
这家“闷声发大财”的公司
创始人兼 CEO 名叫马特·
里马茨，2009 年成立公司
时年仅 21 岁，他的故事堪
称“极客”(热衷于技术的
人)创业的教科书式案例。

里马茨 1 9 8 8 年生于
波黑，在克罗地亚上中学
时开始显露技术天赋，凭
借科技发明在世界各地斩
获多个奖项。为了满足另
一大爱好——— 赛车，里马
茨用比赛奖金和出售专利
所得买了一辆二手宝马
车。在一场比赛中，这辆比
他还大两岁的“老爷车”不
堪重负“爆缸”，里马茨由此
产生了用电池驱动赛车的
想法，并成功付诸实践。

2009 年，里马茨创立
了以他姓氏命名的汽车公
司，员工不到 1 0 人。两年
后，全手工打造的“概念一型”(Concept One)电动
跑车亮相德国法兰克福车展。2013 年，首辆“概念一
型”交付客户，售价超过百万美元。这款车由内到外
大量使用碳纤维材料，传动系统、高性能电池组、信
息娱乐系统等均是自主研发，拥有 1224 匹马力和
1600 牛·米扭矩，升级版车型重量更轻，性能更强。

不过，到目前为止，里马茨公司总共交付了不
到 10 辆“概念一型”及其升级版电动超级跑车。里马
茨解释说，汽车行业门槛很高，创业之初就批量生
产价格低廉的汽车并不现实，若想在业内尽快立
足，只能走高端定制路线，而且电动超跑更能发挥
研发团队的热情和才智。

另一方面，技术开发才是公司的主攻方向，电
动超跑不过是技术的载体和展示平台，出售技术比
定制超级跑车更加有利可图。当客户需要技术支
援，公司可以派出团队前去解决，提供整车和零部
件设计制造全套服务。除了汽车，里马茨的技术还
应用在电动轮椅等其他产品上。

克罗地亚 2013 年加入欧盟后，大量高级人才
流向西欧。里马茨不仅选择坚守，还成功招募了各
国英才。公司现已发展到 250 人规模，员工来自 10
余个国家，部分人有特斯拉、丰田或宝马公司工作
经历。

走进里马茨公司，只见研发部门和生产车间仅一
墙之隔，玻璃隔墙上画着设计草图，办公桌下拴着员
工的宠物狗，人们衣着随意，氛围融洽。“工程师如果有
想法，可以直接拿着设计图纸到车间询问是否可行。”
里马茨这样解释工作环境“垂直整合”的好处。

里马茨的生产车间更像是私家车库，人们在这
里不紧不慢地改造汽车。市场开发助理玛尔塔说，
在这里工作的每个人都很自豪，在克罗地亚能有这
样的工作十分难得。2016 年，里马茨公司获评克罗
地亚“最佳雇主”奖。

里马茨坦言，他曾拒绝投资者把公司迁往外国
的建议。本土创业的里马茨希望政府对初创企业在
政策、资金和税收等方面有更大支持。“我们证明了
你可以在任何地方成就一番事业。离开这里到环境
更好的地方非常容易，但我想在克罗地亚创造就
业，要证明在克罗地亚也可以成功，”里马茨说，“现
在公司发展很好，我们吸引了外国投资者，我们是
全球化的好榜样。”(记者高磊)据新华社萨格勒布电

8
0

后
﹃
极
客
﹄转
型
电
动
超
跑
制
造
商

他
能
成
就
下
一
个
﹃
特
斯
拉
﹄吗

第一辆“概念一

型”电动超跑售价超

过百万美元。这款车

由内到外大量使用

碳纤维材料，传动系

统、高性能电池组、信

息娱乐系统等均是

自主研发，拥有 1224
匹马力和 1600 牛·米

扭矩，升级版车型重

量更轻，性能更强

“互联网+”停车，“妙招”不止共享一种

如果说，过去两年来，火遍大江南北、重
新定义人们出行方式的滴滴、Uber 和摩拜、
o fo 是利用移动互联网技术解决人们的“用
车”问题，现在，一批公司正在互联网+的浪潮
中，试图从不同路径解决人们的“停车”难题，
以下是其中一些代表：

智能道闸：提高停车场周转率

排长队进出停车场，刷卡、等待读卡后进
场，找零钱缴费出场……停车场通行效率不高
加重着城市的拥堵。

ETCP、停简单等公司针对人们这一痛点，
为停车场进行智慧化升级改造，通过智慧闸机
系统实现车牌识别、出入场自动抬杆放行、在线
支付停车费等功能。这一模式是目前国内互联
网停车行业的主流。

在经过改造的停车场，车辆进出无需经
过人工环节。进场时，闸机自动抬杆并识别车
牌，出场时，闸机抬杆放行并从车主、车牌号
绑定的银行卡中自动扣取停车费，并提供账
单记录。

ETCP集团董事长谭龙认为，这种方式可
以将车辆进出停车场的速度提高 10倍以上。

车位共享：提高停车位使用率

汽车无限，车位有限。根据 2015年艾瑞
咨询发布的报告，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平
均车位缺口率达到 76 . 3%，每个城市至少有
超过 200万的车辆无正规车位可停，但同时，
停车场泊位平均空置率却高达 44 . 6%，资源
严重浪费。不久前发布的北京市停车资源普
查报告也指出，北京五环内车位充足区为
0%，同时，公共建筑夜间空车位达 60%。

盘活现有车位资源，释放潜在车位，无
疑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停车难。丁丁停车、
Airparking 等公司对空闲车位资源进行整
合、管理，车主不用自己的车位时，可以将
其分享给其他车主，并赚取车位分享费用，
通过这种方式减少车位空置，提高资源利
用率。

代客泊车：提高车主时间价值

在医院、机场等人流密集、车位十分紧
张的场所，最急于赶时间的人们常在停车时
遭遇最耗时的等待，有时甚至要排队等一两
个小时。

针对需要开车出行，却不想为停车花太
多时间的人群，悠泊、e代泊等公司提供了基
于移动互联网的代泊车服务。车主们在指定
服务点通过 APP提出停车需求，代泊司机送
客户到目的地后将车开去有空车位的正规停
车场停好，并给车主发送泊车照片、油表照
片。车主需要取车时，通过 APP点击“取车”，
司机就会把车开到指定的位置。

这种方式可以说是通过花钱买时间来解
决停车难，让车主把宝贵时间花在对他们更
有价值的事情上。 （本报记者王京雪）

车主可通过 APP 、微信公众号或小程序搜索目的地附近的闲置停车位，提前预约

“智取”停车难，“共享停车”在路上
本报记者王京雪

早在 2013 年末，还在北京一家律所当合
伙人的宋珂就开始打起“停车位共享”的主
意。第二年春天，他跟在美国国家仪器做高级
应用工程师的申奥说了这个念头，问他能不
能做出一种用手机遥控升降的智能车位锁，
通过它，将车位连入互联网，让车位主人能在
自己不用车位时，将其分享给他人。几个月
后，申奥拿出了第一版智能车位锁雏型，两人
各自辞职，投身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

2017 年以来，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洛
阳 、济南等地都开始鼓励和试水“共享停车”

模式。例如，此前已提交北京市人大一审、并
将于本月进行二审的《北京市机动车停车管
理条例(草案)》提出，个人或单位可以开展停
车位有偿错时共享，停车设施管理单位应当
予以支持和配合，并提供便利。

在不久前召开的北京市机动车停车立
法座谈会上，6 家停车相关企业受邀参会，
宋珂和他成立刚满 3 年的丁丁停车，作为
车位共享领域业内较有影响的代表也在其
列。熬过 3 年初创期，他觉得现在做事情越
来越顺了，“刚开始去哪都没人理，现在，大
家越来越认可这样一种模式。我们这么年
轻的一个小企业，立法会也会让我们参加，
政府也会采购我们的产品和服务。当然，困
难也还有很多。”

需求催生“共享停车”
“有辆车容易，找车位太难”的背后

是每个车位一天空置 14 个小时的严

重资源浪费

宋珂曾经工作的律所，位于北京东直门
的一幢写字楼上。所里 600 多个律师只分到
大厦的 4 个固定车位。于是，他们每天要么找
附近的商业停车场，花百八十块钱停车；要么
冒被罚款的风险，把车停道边；要么开车去周
边小区，跟看门大爷“谈判”，花 20 块钱进去
停上一天。“你会发现居民区的停车位白天都
很空，很多用地锁锁着，没人能用。”宋珂说。

这其实是人们习以为常的场景：白天，写字
楼车库车满为患，找车位找到上班迟到，小区车
位却大量空置，到了晚上，情况又恰恰相反。

近日，由北京市交通委牵头组织、历时近
两年的北京市停车资源普查报告发布，再次
用数据告诉人们，拥有一辆车容易，找一个车
位有多难。根据报告，北京市城镇地区停车位
总量为 382 万个，其中 205 万集中在五环内，
而据北京市统计局此前数据，截至 2016 年
末，全市民用汽车已达 548 . 4 万辆，其中，私
人汽车 452 . 8 万辆。

报告同时指出，全市城镇地区居住停车
缺口达 129 万个，供需矛盾突出，而公共建筑
区域夜间闲置停车位约 81 万个，拥有巨大的
错时停车共享潜力。

如果能让居民把白天空闲的车位贡献给
周围上班的人，而写字楼把夜间停车位开放
给周边居民该多好——— 严重的资源闲置和庞
大的需求催生了“共享停车”模式。

“你知道一天 24 个小时，一个车位上有
多长时间是有车停着的吗？”宋珂问，从使用
其产品将闲时车位出租的数据分析，他说这
个数值在 40% 左右，这意味着一个车位一天
有 14 个小时是空着的。少量车位甚至空闲时
间更长，“我们有用户一年下来，车位分享总
时长在 200 天以上，这意味着他在小区里买
了房，但没有住，车位也空着没用，而我们的
目标，是减少停车位资源的闲置浪费，提高停
车位使用率，让各种车位每天都尽量长时间
地有车停放。”

科技“锁”出来的共享经济
车位要共享，需要能锁住车位使用

权的智能锁。通过技术攻坚，现在，微

信可以直接操控智能锁

在稍显杂乱的办公室里，申奥一会儿搬
进一个智能地锁，一会儿取来一块电路板，一
会儿又掏出几个手机，向我们介绍实现车位
共享的方式与技术。作为一家技术导向型公
司，目前，丁丁停车已拥有 3 项进入实质审查
阶段的发明专利和 5 项实用新型专利。

“现在所说的共享经济，里面一定都有一

个智能锁的机制。比如摩拜和 ofo，如果没有
锁就只是普通自行车，共享充电宝刷卡才能
拿出来用，也有锁的存在。车位要共享，同样
需要一个锁，锁住车位的使用权。”他边说边
打开手机，分别用 APP 和微信演示控制车位
锁升降、实现车位共享的流程。

拥有车位的用户先通过 APP 设置好自
己出租车位的时间，比如晚上 6 点前车位可
用，当他将汽车驶离，并通过手机升起智能地
锁后，该车位就显示在丁丁停车平台上。其他
车主可通过 APP 、微信公众号或小程序搜索
目的地附近的闲置停车位，提前预约，获得车
位锁使用授权，此时，锁的升降仅由该车主控
制，直到其使用完毕，车位拥有者则会收到车
位已出租的通知。当然，车主也可以不预约，
到达目的地后再对被分享的车位进行扫码使
用。

对于今天已很熟悉摩拜单车使用方式的
人们，这套流程听上去很好理解。

“我们其实是在普通车位锁里，加了一块
自己的智能电路板。”最初，申奥采用 SIM 卡
通信模式中的短信来实现手机对车位锁的控
制，结果发现发短信又贵又耗电，每次使用还
有短信投递的 10 几秒时间延迟，在没有信号
的地下停车场，这种技术就更成问题。

2014 年末到 2015 年初，通过对技术趋
势的预判，他们决定以当时在手机上使用还
不广泛的低功耗蓝牙技术来实现手机与车位
锁之间的通信，以此将延迟控制在 5 秒内，车
位锁充一次电的使用时间也被延长到半年。

为了方便不愿下载 APP 的临时停车车
主，2015 年末，他们又打通技术壁垒，实现了
微信对车位锁的直接操控。

“我们接下来的方向是结合窄带物联网
技术的地磁感应车位锁，使车位出租者进出
车位时，无需任何操作，车锁自动升降，也可
以让车位租用者在结束使用后直接把车开
走，不必掏出手机，就能自动给停车费结账。”
申奥说。

“车位共享”带来的变化与玩法
“我们公司现在很多人就指着这个

停车，一小时 3 块钱，一天也就 20 来

块，比原来便宜多了。”

作为最早一批用上“共享车位”的人，公
司位于中关村北三环西路、家住奥林匹克森
林公园一带的陈青十分欢迎这一新事物的到
来，他说自己每天都在为停车“饱受煎熬”。

“家里没车位，晚上回去就开车转，见缝
插针找地方停。有时真找不到，烦得不行，只
能扔路边，运气不好就给你贴条。到公司也没
车位，停旁边商场，停车费跟来回打车差不
多。”

去年，陈青公司旁边的满庭芳园小区，80
多个车位换上了智能车位锁，“我们公司现在
很多人就指着这个停车，一小时 3 块钱，一天
也就 20 来块，比原来便宜多了。”陈青希望北
京未来到处都能找到这种共享车位，“现在还

是太少，能用的地方不多。”
把车位锁铺进满庭芳园跑了一整年，

宋珂对手上的成绩比较满意，“根据数据
分析，过去一年，我们解决了周边 900 多
人、12000 多次停车，将原本这些车位的
使用率从 40% 提高到 75%，相当于增加
了一倍的车位。停车费所得由业主、我们
平台方和小区物业按比例分成，这么一年
下来 ，收入在 1 0 0 0 元以上的业主有 3 0

多个，其中收入最高的靠分享车位赚了
5 0 0 0 多块钱，这应该是原来车位长期闲
置不用的一个业主。”宋珂说，“我认为这
件事的价值，在于没切任何人的蛋糕，而
是做的增量，帮所有人省钱、赚钱的同
时，我们还能有自己的收入，这就很有社
会价值。”

据介绍，面对复杂的停车难题，“共享
停车”还有另外一些玩法。例如，通过程序
设定，让停车场中某些特定车位仅供某家
公司的职员使用，又或者让一个小区内的
车位锁仅对小区业主开放。

他们曾参与 2016 年北京市朝阳区和
平家园社区的老旧社区智能停车改造，该
社区建于上世纪 50 年代，体量庞大、人员
众多。社区内有多家社会单位，过去临停收
费价格又低，一度每天都有大量外部车辆
涌入，各区业主也常开车去其他区互相抢
占车位，发生过不少纠纷。

小区车位安装智能车位锁后，达到了
各区居民都在自己单元楼附近停车的目
的。同时，社区出入口安装的智能道闸可以
识别业主车辆、亲友车辆、内部单位车辆、
外部临停车辆等不同车辆类别，进行不同
档位的计价。

共享模式难在哪，何时能成规模
可供分享的车位达到一定数量，

才能吸引车主来停车，而一个智能车

位锁定价 800 元，如果不能保证有人

来停车，很多业主不愿花这笔钱

过去两年，丁丁停车已在北京三环内
200 多个小区，安装智能车位锁 4000 余个。

相较北京庞大的车位数和停车需求，这个数
字听上去如杯水车薪，“共享停车”类企业的
运营推广之难从中也可见一斑。

车位共享的原理听上去很简单，但却涉
及众多业主和小区物业等多方群体，一定费
用的信息化改造也需要有人买单。以丁丁停
车为例，尽管从理论上，要分享自己的车位，
车主只需自行购买安装智能车位锁，但一个
停车点一旦没形成一定数量的车位可供分
享，仅靠一两个车位是很难有效吸引车主前
来停车的。同时，一个智能车位锁定价 800

元，一个普通的电子遥控地锁价格在 400 元
左右。如果不能保证有人来停车，很多业主不
愿花这笔钱。

有段时间，宋珂和申奥常带着团队一
个小区一个小区跑，一家物业一家物业谈，

也尝试过以免费送地锁的形式进行推广，
回头看，效果都有限。但现在，他们似乎对
推广不再那么忧虑，人们谈论车位共享时
总会提出的一些问题，在他们看来，也没有
那么难解决。

一方面，政府对共享停车模式的鼓励和
重视给共享停车企业带来更多机遇。自去年
起，丁丁停车基本由自己做小区推广转向跟
政府合作，做小区停车的整体改造。

最近，他们正在做北下关街道停车需求
调研。今年 6月底，丁丁停车与北京市海淀区
北下关街道办事处签署了授权委托书，计划
在这一地区的 6个社区进行试点，并于年内
完成停车缺口摸查，设计出整体的共享停车
方案。

另一方面，随着技术的成熟和跟车位锁
生产商之间良好关系的建立，丁丁停车逐渐
找到与厂商合作的更优方式，这使其今年以
来，在全国各地铺设智能车位锁的速度比过
去两年快了数倍。

对于很多人关心的凭卡出入的封闭式小
区如何搞车位分享，宋珂介绍，物业人员可以
从免费的物业端 APP上看到哪辆车租用了
小区内哪个车位，对相应车牌号的车辆放行。
而在配备了与共享停车 APP后台相打通的
智能闸机系统的小区，闸机会识别出使用
APP租用小区车位的车辆，自动抬杆放行。

一些业主担心如果将车位共享出去，租
用者可能会超时停放，影响自己的使用。宋珂
说这种情况，超时车主会被加收高额超时费，
付给车位拥有者。

还有担心安全问题的小区，申奥说可以
考虑实施实名制，比如与附近的企业合作，车
主出示工牌等才可进入等等。

事实上，与以上这些问题相比，当下
的停车企业可能普遍更担心另一个问
题——— 在 8 月召开的北京市机动车停车
立法座谈会上，参会的多家停车企业提出
的第一个希望，是立法后政府有关部门能
严格执法。

无论对建立体车库来增加停车位数量
的企业，还是通过停车共享提高车位使用
率的企业，执法严格与否都会产生巨大影
响。“如果路边可以随便停车，不用花钱，哪
怕你做得再好、车位再便宜，谁会来用呢？”
申奥说。

丁丁停车曾在一个周边有数栋写字楼的小
区做推广，最后以失败告终。尽管这一地区路边
停车位的标价是每小时 10元，而共享车位标价
每小时 5元。有车主告诉他们，你们去停车是一
小时 10块，我们去停是 20块钱一天。

挑战还有很多，但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
发展。宋珂、申奥，和正投身“车位共享”领域
的许多创业者们始终抱有一个信念：未来，
“共享停车”或将改变几亿人的出行方式和停
车习惯。

“可能需要起码 5 到 10 年，”宋珂说，
“我们这些企业都还在发展曲线的极前端、
极前端。”

▲满庭芳园小区中，用红色智能地锁锁住的共享车位及手机APP上显示的车位情况（右下）。
这款共享车位手机 APP 的界面。 本报记者王京雪摄

智慧闸机：这种安装在停车

场的闸机在车辆驶入时可自动抬

杆并识别车牌，出场时，闸机抬杆

放行并从车主、车牌号绑定的银

行卡中自动扣取停车费，并提供

账单记录。由此可将车辆进出停

车场的速度提高 10 倍以上

海水稻研究大突破

亩产可达 620 公斤

据新华社青岛 9 月 28 日电(记者袁军宝、潘林青)
28日下午，青岛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白泥地实验基地
首批耐盐碱水稻材料开始收割评测，产量最高的达到
亩产 620 . 95公斤。专家认为，这意味着我国“海水稻”
研究取得了一大重要突破。

耐盐碱水稻俗称海水稻，是一种可以长在滩涂和
盐碱地的水稻。今年白泥地实验基地试种了 312份具
有较强耐盐碱性的“海水稻”材料(水稻品种审定前，称
之为材料)。经过收割、称重、去杂等环节，最终测定有
4个材料的亩产超过 400公斤。按照中国工程院院士
袁隆平等专家的测算，亩产能提高到 300 公斤以上，
“种海水稻就划得来，农民种植的积极性就会提高。”据
专家介绍，小区试验田材料种植、产量评测和最终大田
种植及产量还有一定区别，后续还有一系列研究环节。

■新媒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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