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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
全国很多地区采取不
同的等级处罚标准，最
低只有20元

刘哲认真分析研究全
国各地对机动车“违停”处
罚，他发现200元顶格处罚
并非理所当然，很多地区采
取不同的等级。在各地的
实施道交法办法或道路交
通安全条例中，大致分为三
类。

1.顶格处罚 200 元。
例如北京、天津、江苏等。
2.处罚 100 元或 150 元。
例如湖北省、山东省、河北
省、安徽省、陕西省等均是
100元；江西是150元。3.
分级制。例如武汉市，对

“违停”实施 20 元以上、
100元以下罚款；上海市，
处20到 200元不等罚款；
四川省规定处20到 50元
不等罚款。

这些都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九十三条之规定，对“违停”

“处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
罚款”。分析发现，顶格处
罚的基本是经济发达地
区。与郑州具有高度可比
性的武汉市，对“违停”实施
20到 100元的处罚；西安
市处罚100元。

【数据】
郑州汽车直逼500万
辆，停车位数量极度不
匹配

刘哲表示，美好的城市
生活需要良好的秩序，治理
无序停车理所当然。但超
过合理限度就会让事情走
向反面，成为城市之病、市
民之痛。

他调研发现，郑州市的
停车设施量和机动车保有
量严重不匹配，而且差距越
来越大。2016年该市机动
车300万辆时，停车泊位有

100 万，已经相当匮乏。
2020 年突破 400 万辆，
2020年9月市新闻发布会
宣布达到455万辆，位居全
国第四，依此增速计算今年
初会突破500万辆。最近
一份全国主要城市人均汽
车保有量排名，郑州人均汽
车保有量达到 352 辆/千
人，从2017年的全国第七
位跃居第一位。而郑州市
的停车泊位并不见明显增
长。

刘哲说，在车位严重
不足情况下，郑州市乃至
全省范围，不但交警亲自
贴条，还动用非道路交通
安全执法主体的城管执法
队、协警参与高频次、大规
模贴条，大量并不影响通
行的车辆、甚至在夜间通
行车辆稀少情况下，仍然
吃到贴条。

另 据 不 完 全 统 计 ，
2018年以来，郑州市共安
装四批、137套违停电子抓
拍系统，分布各道路，并向
着全覆盖方向发展。

【心声】
市政欠账，怎能市民买
单、以罚代管？

贴条乱象治理，政协委
员一提就是4年。历年提
案刘哲是如何被提案交办
单位回复的？刘哲表示，
有一年是相关部门表示将
增加郑州停车位，后来大
家也确实看到增加了一
些，但是和目前不断增加
的汽车保有量来说无疑是
杯水车薪。

针对刘哲指出的《河
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
涉嫌下位法违反上位法，
2020 年省人大监察和司
法委员会对其提案进行答
复，表示“《河南省道路交
通安全条例》实施毕竟有
14年了，道路交通方面的
许多情况也都出现了不少

变化。根据现实情况对相
关法规适时做出修改，是
必要的”。并表示要对提
案中提出的有关处罚标准
修订工作深入调研论证，
为将来修订条例做好基础
性工作。

刘哲表示：“市政欠
账，怎能如此大规模地让
市民买单、以罚代管？治
理影响交通的违停绝对必
要，但基于郑州市及我省治
理‘违停’乱象省人大应倾
听群众心声，加快相关法规
修订工作进度。各方也应
重视‘乱贴条’问题，切实
加以治理。”

【建议】
实施违停处罚分级制

针对交通违停罚款问
题，刘哲提出以下具体建
议：

1.省人大论证修改《河
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
第八章第五十八条，取消
其中第六款“违反规定停
放车辆，影响其他车辆、行
人通行的”；借鉴上海、山
东、武汉等地立法，对“违
停”处罚单列一条，规定按
照影响交通秩序程度，“由
公安交管部门处警告或者
二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罚
款”。

2.加大停车设施建设、
扩充力度。组织相关部门
针对车位不足进行认真调
查论证，提出一个科学解
决方案。大力建设立体停
车场、地下筒式智能停车
场。

3.安装“违停”电子抓
拍系统，要依照“非必要不
增加”原则，对确实容易影
响交通秩序的路段进行抓
拍改造。

4.规范执法主体，取缔
不具备道路交通安全执法
资格的城管、协警等人员违
法“执法”。

省政协委员刘哲四提治理交通“乱贴条”

建议实施违停处罚分级制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杨书贞 实习生 普春兰

这是省政协委员刘哲第4次向省两会递交治理交通“乱贴条”的提案。
这也是大河报持续关注我省车辆违停“乱贴条”现象的第4年。每

年，这个话题总是收获逼近10w+的关注度，评论区更是吸引数万网友回
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对违反道路交通
安全法律、法规关于机动车停放、临时停车规定的，可以指出违法行为，并予
以口头警告，令其立即驶离。机动车驾驶人不在现场或者虽在现场但拒绝立
即驶离，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处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而现实
中，河南省、郑州市交通执法人员不顾“影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处罚要
件，不分时间地点对大量无位可停、并不影响通行的市民车辆进行强制贴条，
并且“一罚就是200元”。

继2019年刘哲多方调研发现“郑州一车一年至少罚千元”后，他对治理
交通贴条乱象的脚步并没有停止。近日，他向两会递交《关于切实治理郑州
市及全省“乱贴条”实施违停处罚分级制的提案》。他建议实施违停处罚分级
制。

本报讯 这两年，“直播带
货”火爆网络，一场直播甚至
可拉动几亿元的消费，在促消
费、扩内需、助脱贫方面带来
很好的促进作用。然而由于
缺乏有效监管，“直播带货”也
存在着商品与实际不符、以次
充好、误导消费者等问题。如
何破解？来听听省政协委员
有何建议。

“直播带货”的优势是低
门槛、高效率，也给其发展埋
下了隐患。巨大的利益诱惑
下，“直播带货”从业人员大幅
增加，加之相关监管不到位，
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如：有些直播宣传的商品与实
际情况不符、夸大商品功效、
以次充好、以假乱真、欺骗误
导消费者等等。

今年省两会期间，省政协
委员、三门峡市政协副主席张

景林带来了《“直播带货”存在
的问题亟待引起重视》的提
案。他建议市场监督部门应
加强监管力度，尽快制定《网
络直播营销行为规范》《关于
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监管
的指导意见》等指导性文件，
规范“直播带货”行为。

张景林认为，直播平台应
严格审核并公示主播或其公司
的身份信息，严把“直播带货”
入口关。督促他们重视对商品
的质量把控和相应的售后保
障，确保“直播带货”不脱轨，沿
着正确的方向前行发展。

“规范‘直播带货’必须加
大处罚力度。”张景林建议，商
家在直播宣传时，若出现夸大
虚假宣传、诋毁竞争对手的，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依据《反
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进行
处罚，并督促其按期整改。

本报讯 17日，省人大代
表、河南名人律师事务所主任董
振杰告诉记者，来参加省十三
届人大四次会议时，他带来了
关于制订《河南省防止餐饮
浪费条例》的议案。

董振杰介绍，“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是中华民族的光荣
传统。据调查，近年来，我国
餐饮浪费量每年在1700万至
1800万吨，对餐饮浪费进行
立法，势在必行。

“十八大以来，各地大力
整治浪费之风，‘舌尖上的浪
费’现象有所改观，特别是公
款餐饮浪费行为得到有效遏
制。但也应看到，餐饮浪费的
现象依然存在。”董振杰说，法
律的威力在于它的强制性与
确定性，它给某种行为提供了

一种稳定预期，如果某些浪费
行为逾越了特定的边界，对道
德人心与社会秩序造成破坏，
法律就会加以制止、处罚。这
种反浪费手段，与道德号召相
比，效果更为立竿见影。

此外，他建议，通过立法
的形式明确奖优罚劣，对节约
用餐的消费者给予适当优惠和
奖励。对相关单位和责任人未
履行制止餐饮浪费义务，造成
严重餐饮浪费的，将由相关主
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对于拒
不改正的，依法予以处理等。

“对餐饮浪费进行立法既
是一种引导，也是一种倒逼，
从不同的方向发力，加速反餐
饮浪费风气的形成。”董振杰
说，让“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蔚然成风，必然惠及社会。

省人大代表董振杰

防止“舌尖上的浪费”，
河南能否立法？

省政协委员张景林：

直播带货问题多应加强监管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孙煊哲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段伟朵 文 白周峰 摄影

会场内实行自助餐、分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