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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电单车该不该配备头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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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密青桔、哈罗两家运营商因未给电单车配头盔被当地多部门约谈

在郑州新密市，共享电单
车自 2018 年在街头出现以
来，很快被当地群众接受，目
前已成为许多市民出行的主
要交通工具。由于骑乘者不
戴头盔，导致交通安全事故屡
屡发生。为整治共享电单车
骑乘人员不戴安全头盔的交
通违法行为，2021年 12月 1
日，新密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召
集了当地互联网租赁电动自
行车运营企业的负责人进行
交通安全约谈，希望能解决共
享电单车上的头盔配备问
题。12月24日，针对电动车
交通安全事故频发的情况，新
密交警大队联合当地城管、卫
健部门，再次约谈青桔和哈罗
两家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
负责人，督促他们尽快为投放
在市场上的共享电单车配齐
安全头盔。

2021年12月24日上午，
新密交警联合城管、卫健部门
在市改进城市精细化管理办
公室召开互联网租赁电动自
行车“一盔一带”整治工作会
议。会上，交警部门的负责人

首先通报了当前互联网租赁
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管理中
存在的骑行人员不佩戴安全
头盔、逆向行驶、违法载人等
突出问题，接着对青桔和哈罗
两家运营企业负责人进行现
场交通安全培训，督促两家互
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运营企
业尽快落实交警部门之前下
发的交通安全隐患整改要
求。两家运营企业负责人表
示正在和上级公司汇报沟通
头盔安装事宜，将尽快把安全
头盔配备到位，消除交通安全
隐患。

昨天上午，大河报记者在
新密市区的嵩山大道上，看到
不少共享电单车停放在路边
划定的停车区域内，但车上未
见配备安全头盔。在青屏大
街上，24岁的张女士正在用手
机扫码一辆共享电单车，开锁
后，她看了一下电量显示，没
戴头盔便骑着离开。张女士
告诉记者，她要去看望年迈的
姥姥。姥姥家距离她的住处
有6公里左右，坐公交车需要
走5分钟才能到公交站，到了

公交站还要等车，下了车还要
再走几分钟，比较麻烦。

“公交车上人多，耗时又
长，打的又比较贵，算来算
去，还是骑共享电单车更实
惠。”张女士说，乘公交车到
她姥姥家需要半小时左右，
骑电单车最多 15 分钟就到
了，两者的花费虽然一样，可
坐公交车的话，给姥姥带的
礼物需要一直用手提着，路
上比较辛苦，如果骑电单车，
礼物可以放在车篓里，直接
带到姥姥家去。

据了解，新密市区投放的
共享电单车，起步价为15分
钟2元钱，之后是每超过10分
钟加1元钱。按照时速25公
里来计算，15分钟内可以行驶
6.25公里。说起佩戴头盔，张
女士认为共享电单车上应该
配备。她说，一般人出门，很
少会手里提个头盔出来。运
营商在街上投放共享电单车，
首先要考虑为骑行者提供方
便和安全，既然要求骑电动车
必须戴头盔，提供电单车的同
时就应该配备头盔。

未给共享电单车配安全头盔，两家运营商再次被约谈

据了解，为进一步提升摩托
车、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和汽车
驾乘人员安全防护水平，有效减
少交通事故死亡人数，2020年
4月21日公安部交管局下发通
知，自2020年6月1日起，在全国
开展“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
严查骑摩托车不戴头盔、骑电动
车不戴头盔、开车不系安全带。

人们常说，驾驶汽车是“铁
包肉”，驾驶摩托车、电动自行车
是“肉包铁”，话虽糙但理不糙。
驾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不戴安
全头盔，是拿自己的生命在开玩
笑，也是对他人安全的不负责。
据新密交警介绍，他们在日常的
检查中，发现不少摩托车、电动
自行车的驾乘人员缺乏交通安
全意识，不按规定佩戴安全头
盔。有的驾乘人员不戴头盔被
交警拦下劝阻时，还与交警大吵
大闹。

一周前，新密市公安局交警
大队五号警亭的执勤交警在长
乐路与嵩山大道交叉口查纠交
通安全违法行为过程中，发现一
名中年女子驾驶电动车没有佩
戴安全头盔，在对女子进行纠
违、教育过程中，该女子拒不配
合执法，推搡执勤民警，说“不想
戴头盔”，认为交警“多管闲事”。

在公安部交管局推出的“一
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中，其中
的“一盔”就是指安全头盔，要求
驾乘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者佩
戴安全头盔。该守护行动旨在
增强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骑乘
人员佩戴安全头盔、汽车驾乘人
员使用安全带的意识，使骑乘人
员和驾乘人员自觉佩戴安全头
盔、使用安全带。

交警说，关键时刻头盔和安
全带能救驾乘者的性命。据交
管部门统计，摩托车、电动自行
车、小汽车是导致交通事故死亡
人数最多的车辆。摩托车、电动
自行车驾乘人员死亡事故中，约
80％为颅脑损伤致死。汽车交
通事故中，因为不系安全带被甩
出车外造成伤亡的事故比比皆
是。有关研究表明，正确佩戴安
全头盔、规范使用安全带能够将
交通事故死亡风险降低60％至
70％。

公安部开展“一盔一带”安
全守护行动 要求骑电动车
必须戴头盔

对于电动自行车是机动车
还是非机动车？这个问题已成
了人们争论的老话题。不少人
认为电动自行车是自行车，应
当划为非机动车，上路行驶时
可以不戴安全头盔。根据我国
新国标实施之后的《道路交通
安全法》规定：非机动车是指人
力驱动或者是畜力驱动的车
型。除此之外，还规定了时速
20km/h 以下，且车重不大于

40kg 为非机动车。时速在
20-50km 之间，且车重大于
40kg以上的为电动摩托车，时
速大于50km的属于摩托车。

新国标政策实施之后，电
动车被划分为两类：一种是非
机动车，而另一种是机动车。
新国标电动车限速25km，也就
是说时速在25km以下的车型
为 非 机 动 车 。 而 时 速 超 过
25km的车型就属于电动摩托

车或者是摩托车，驾驶这种车
型的话，按照新国标规定，驾驶
者必须遵守机动车交通规则，
并且还要考取相关的驾驶证。

在公安部交管局推出的
“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中，
并未说时速在25km以下的电
动车驾乘时可以不戴安全头
盔，而是要求驾乘摩托车和电
动自行车者都要佩戴安全头
盔。

骑乘时速较低的电动车是否不用佩戴安全头盔？

据申海博介绍，2021年12月
初，青桔公司为洛阳市场上投放
的共享电单车配了一批安全头
盔。然而，不到半个月，头盔就丢
了300多个，其中大多是被人顺
手拿走的。

记者上网查询，发现共享电
单车上丢头盔的现象，在国内其
他城市也比较常见，去年11月，
在江苏省扬州市，为方便市民出
行，商家给共享电单车配备了头
盔。但短短几天时间，该市就丢
失了近1000个头盔。去年3月，
湖南长沙3人因贪图小利，不愿

自己出钱购买安全头盔，便盗窃
共享电动自行车头盔供自己日常
骑电动车时佩戴，后被警方抓获
行政拘留。

如何才能守住共享电动车的
安全头盔，守护用户的出行安全
呢？申海博说，头盔一旦丢失损
坏，如果找不到当事人，只能由商
家承担损失。当下的解决方法除
了号召使用者文明使用外，企业
也会采取一些防止头盔丢失的措
施，比如加大巡查力度，在头盔上
做明显的公司图标，或用铁链和
绳子把头盔连接在车上等。

为加强非机动车管理，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实施条例》《郑州市城市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等法
律、法规，郑州市政府结合本市实

际，制定了《郑州市非机动车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并于
2021年5月1日起开始施行。

该《办法》中所说的非机动
车，是指以人力驱动、上道路行
驶的交通工具，以及虽有动力装
置驱动但设计最高时速、空车质

量、外形尺寸符合有关国家标准
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电动自行
车等交通工具。该《办法》规定，
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和乘坐人员
不戴安全头盔的，将处以警告或
者20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

郑州出台非机动车管理办法，骑乘电动自行车不戴头盔要受处罚

负责新密市场共享电单车
投放运营的青桔互联网租赁电
动自行车公司的负责人申海博
告诉大河报记者，截至目前，该
公司在全国许多城市都投放了
青桔共享电单车，其中不少地区
已经给电单车上配备了安全头
盔。

据介绍，该公司目前在新密
市场投放了1000多辆共享电单
车。第一次因未配备头盔被新

密交警部门约谈后，他就向公司
总部汇报了此事，总部对此也十
分重视，愿意积极配合相关部门
给每一辆投放在市场上的共享
电单车配备安全头盔，以消除共
享电单车给市民带来的交通安
全隐患。

“给共享电单车上配头盔，
需要考虑多种因素，设计和定制
需要一定的时间。”申海博告诉
记者，共享电单车在室外停放，

经常遭风吹雨淋日晒，容易污
损。普通的安全头盔放在车篓
里，不仅容易积尘，遇到雨天，头
盔里还会积水，不利于佩戴。申
海博说，他们准备订制一批透气
性强、不会积水、安全性能高又
容易清洁打理的专用头盔。目
前已经向定制厂家下了订单，计
划在1月3日到货。等头盔一
到，他们会及时配备到每辆电单
车上。

运营商正在积极筹备头盔

昨天，记者在新密采访时发
现，在城区道路上，骑共享电单
车的人很少戴头盔，有的人骑着
电动车在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
道间来回穿梭，甚至逆行和横穿
马路，十分危险。在路上执勤的
民警见状，当场对这些违规的骑
行者进行了警告处罚。

当记者问及对共享电单车
配备头盔的看法时，不少受访者
表示支持，愿意佩戴，但有一部
分人担心“共享头盔”的卫生安
全难以保证，说即使配了头盔也
不想戴。

市民周女士说，一个头盔被
许多人戴来戴去，而这些人的身
体健康状况相互间又不了解，一
旦其中有一个人患有传染病，后

面再戴的人难免会被传染。此
外，头盔一直暴露在室外，风吹
雨淋，时间一长会脏污不堪，戴
在头上心里面会不舒服。

对于市民的这些担心，申海
博表示可以理解。他说，为了让
市民放心佩戴头盔，他们会给共
享电单车上配一些透气性强、安
全性能较高且容易清洁打理的
头盔。配上头盔后，公司会安排
工作人员每天定时对头盔和车
辆进行清洁消毒。“我们每个维
护人员都分有专门负责的区域，
公司会给每个人配备消毒液和
清洁工具，每当有客户使用完将
共享电单车停放到指定区域后，
维护人员会进行消毒清洁，确保
车辆的卫生安全。”

骑车者愿意佩戴“共享头盔”吗

配上新头盔丢失咋办？

图片来自网络

省外一些城市的共享电单车已配备头盔

相比普通的共享单车而言，共享电单车骑行起来更便捷、更省时。
尽管收费较高一点，但大多数人仍愿意骑共享电单车，尤其是那些急着
出门办事或者上班赶时间的人。按照交警部门的要求，骑电动车需要戴
安全头盔，那么骑共享电单车是否也要戴头盔？如果必须戴头盔的话，
共享电单车上是否该配备头盔呢？

链接

新密街头停放的共享电单车上，未见配备头盔。

记者在新密街
头采访时发现，大
多骑共享电单车者
未戴安全头盔。

新密交警拦下不戴头盔的骑行者，进行批评教育和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