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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Ⅰ·20 汽车 关注

违法占用应急车道，重罚！
30 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提建议，欲畅通“生命通道”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耿子腾
随着河南高速公路网的不断完善，高速出行已经成为越来越多河南人的选择。但高速上违法占用应
急车道，尤其是节假日高速免费通行期间，面对拥堵的路况，占用应急车道的行为就成了常见的现象。今
年的全国两会，就有 30 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提出了加大违法占用应急车道处罚力度的议案。

占，最后医生不得不负重 30 斤
奔跑 1.3 公里救人……

侵占“生命通道”
有四大危害

高速应急车道被占
屡屡发生
高速公路发生事故后，因
为有车辆占用应急车道而耽误
救援的情况屡见不鲜。2017
年 8 月 2 日，南林高速 128 公里
处发生一起大货车撞中央隔离
墩的事故。事发后，许多小型
汽车违法占用应急车道，将应
急车道堵死，导致安阳高速交
警支队派出的救援车辆未能及

时赶到事故现场，耽误了救援
时间；今年 2 月 8 日，在湘潭许
广高速晓南互通路段，因应急
车道被占，一辆救护车耗时 40
分钟才行驶了 3 公里；2 月 15
日晚，沪陕高速上发生一起车
祸，救护车运送伤员时，应急车
道被堵，伤者家属跪地磕头哭
求让行；2 月 23 日，淄博青银高
速临淄收费站附近发生一起车
祸，四人被卡车内，迫切需要急
救，而此时高速上应急车道被

高速公路应急车道被称为
“生命通道”，发生事故或其他
紧急情况时，供工程救险、消防
救援、医疗救护或民警执行紧
急公务等处理应急事务的车辆
使用，任何社会车辆禁止驶入
或者以各种理由在车道内停
留。
省交警总队相关负责人解
释，违法占用高速应急车道有
四大危害：增加交通拥堵程度；
延误紧急救援，甚至造成伤员、
病人因得不到及时救治而死亡
的严重后果；极易造成事故；产
生负面示范效应。
记者通过梳理占用应急车
道的违法案例发现，因为紧急
情况占用的占到七成，因为接
打电话、内急、睡觉的原因占到
三成。

代表建议加大处罚力度
据记者了解，目前对于违
法占用高速应急车道的处罚主
要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八
十二条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
路上行驶，非紧急情况时不能
在应急车道行驶或者停车，对
违法者处以罚款 200，记 6 分
的处罚。而在今年两会上，30
位代表联名建议，从目前的处
罚力度来看，并不能对违法占
用应急车道的行为起到震慑作
用，让出高速生命通道刻不容
缓，因此建议加大处罚力度：发
现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的行为直
接记 12 分，罚款 3000 元，并建
议对累计三次违法占用应急车
道的外加拘留 15 天的处罚。
除了加大处罚外，增强群
众监督也会起到不错的效果。
比如河南高速交警从 2016 年
就已经开始实施高速出行邀请
群众随手拍举措，仅在去年清
明假期，河南高速就有两千多

辆车辆因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被
举报，而且河南高速交警还将
这一举措常态化运行。

正确使用应急车道
面对这么严苛的处罚，有
不少车主心里泛起了嘀咕，日
后高速上开车，到底什么情况
下才能在应急车道停车呢？
按照目前的规定来看，只
有三种情况才能将车停在应
急车道：车辆发生故障无法正
常行驶时；车内乘客突发疾病
时；抢险救援工程车辆执行紧
急任务时。除此之外，其他情
况占用应急车道均属于违法
行为。
至于有些车主提出的临时
接打电话的情况，高速交警表
示，高速开车是不能碰手机的，
接打电话的行为属于违章驾
驶。而犯困内急的情况，则应
到服务区解决，通常省内高速
间隔五六十公里、开车半小时
就会有一个服务区。

人大代表建议取消机动车驾驶证引热议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耿子腾
今年两会，人大代表崔荣华建议取消机动车驾
驶证，实行个人驾驶资格制度，迅速成为热点话题，
引起众多网友关注，甚至一度上了微博热搜榜。对
于是否能够取消机动车驾驶证，采用电子驾照等方
式，许多车主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取消机动车驾驶证省麻烦
在日常生活中，
经常会有
车主因忘带驾驶证受到处
罚。郑州车主刘先生就对记
者抱怨，现在出门只要有手
机，连钱都不习惯带了，所以
那些放在钱包里的驾照等证
件经常被落在家里。因此别
说取消驾照，
只要能不要求随
身携带就会省去很多麻烦了。
按照目前《道路交通安
全 法》的 规 定 ，驾 驶 机 动 车
时，应当随身携带机动车驾
驶证。对此，人大代表崔荣
华表示，从目前的技术手段
和交通执法实际情况来看，
交警将来完全可以通过身份
证查验司机的驾驶证信息，
处理违章问题。从方便人民
群众工作、生活出行，优化机
动车驾驶员信息管理来看，
个人驾驶资格绑定身份证的
时机已经成熟。

同时，崔荣华就取消机
动车驾驶证，实行驾驶资格
管理制度的好处也提出了自
己的看法。第一，方便群众
出行，减少负担，不必为忘带
驾驶证接受处罚；第二，降低
行政成本，简化行政审批，减
少申领、挂失、吊销、换证等
流程；第三，有利于以公民身
份号码制度为基础，推进公
民统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第四，驾驶资格信息电子化，
更便于警察执法；第五，可以
有效杜绝伪造驾驶证行为。
虽然没有携带驾照并不
属于无证驾驶，但是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九十条和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未随车携带行驶证、
驾驶证的，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应当扣留机动车，并
可以处警告或者 20 元以上
200 元以下罚款。郑州车主
赵先生表示，一般都是行车

证随车，驾驶证随人，因为现
在车多了，一个人可能一天
会换好几辆车开，忘带驾照
扣分扣钱都是小事，耽误办
事才是真麻烦。
正是因为这一建议大大
便利了广大群众，因此在网
上获得了广泛支持。

执行有难度 绑定有担忧
有车主提出，
之前国内不
少省份就已经有“电子驾照”
的试点，为取消纸质驾驶证，
实行驾驶资格绑定身份证积
累经验。但也有业内人士提
出了目前存在的问题：
一方面
是电子驾照仅限于辖区内使
用，
并且只支持用于路面检查
和未发生事故的简易程序处
罚，
不能完全起到代替纸质驾
驶证的作用，
比如遇到手机没
电的情况怎么办？
另一方面，随着大数据、
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蓬勃兴
起，证件电子化将是一种趋
势。但是由于各地发展水平
不同，交通情况和治理水平
也不同，如果大范围地取消
纸质驾驶证，势必要对现行
的驾驶资格管理体制进行大

改动，所要消耗的人力物力
并不是每个地方都能短期提
供支撑的。
对于驾驶信息附加在身
份证上的做法，
有人接受有人
忧。
“连驾驶证都不能随身携
带的人，估计身份证也是一
样。
”
有车主表示，
部分车主对
随身携带驾驶证的抱怨的确
存在，
但是取消驾驶证本身并
不能完全解决证件需要随身
携带的问题。按照人大代表
崔荣华的建议，
将驾驶资格与
身份证绑定，
确实可以不带驾
照了，但身份证还是少不了，
可现实却是，
不是出远门很多
人根本没有带身份证的习惯。
一个身份证就能查到相
关信息，办事效率肯定会大
大提升，车主也会省去不少
麻烦。但也有人指出，太多
证件信息合在一起，就会大
大增加身份证的使用场合和
频次，从而增加信息泄露的
风险，对于个人隐私保护又
提出了新难题，不少车主恐
怕并不愿意将较为私密的驾
驶证信息同身份证绑定。另
外，有网友也担心，太多证件
合在一起，身份证丢失后如
何补办也是问题。

中凯
携手玲珑轮胎
布局河南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3 月 11 日，中凯玲珑暨雪佛
龙春季研讨会在黄河迎宾馆召
开。500 多家客户汇聚一堂，展
开了一场关于轮胎行业和润滑
油行业的思想碰撞，探讨了当下
汽车后市场发展的现状和趋
势。河南中凯依托于玲珑、雪佛
龙 、倍 耐 力 、壳 牌 、绿 铅 红 冠 、
3M、瓦尔塔等强势品牌，通过
“X-PLUS”系统理念有机融合，
成为汽车后市场横向一体化整
合者。
山东玲珑轮胎是国内中高
端轮胎品牌，形成以玲珑本部研
发中心为核心，并拥有北美研发
中心、北京研发中心的研发格
局。2018 年，玲珑轮胎“5+3”
全球化产业布局取得了战略性
突破，与塞尔维亚签署投资备忘
录，建设海外第二个生产基地，
中国轮胎企业首次走向欧洲。
玲珑轮胎并成为一汽红旗轿车
的官方配置轮胎，彰显出卓越的
技术和过硬的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