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议：电动车带人话题火
爆网络

11月29日，大河报继续关
注电动车安全出行，“电动车有
后座，为啥不能带成年人？”引
发网友热烈讨论。截至12月1
日16时，大河报官方微博“为
什么不让电动车带成年人”单
条阅读量超20万，转评赞超千
条，“电动车后座带成年人，你
支持吗？”投票转评赞也过
2000，#为什么不让电动车带
成年人#话题总阅读量已经超
过30万。话题同时引发河南
日报、私家车999、平安中原、新
浪河南、郑州同城等媒体和大
V关注。

有网友认为，应遵守法律
规定，不违规载人：

“法律的确规定了电动车
只能带12岁以下的。”

“两个成年人在电动车上
骑行确实不安全。现在共享单
车这么多，有啥不方便的？”

“带两个小孩出门可以打
车啊，现在打车多方便，安全无
小事，安全问题首先自己需要
重视。”

更多的网友则持相反意
见：

“载了几十年了，突然说不
安全了。”

“老人想出去怎么办，尤其
是上了年纪的腿脚不方便的，
总不能让老人自己去挤公交和
地铁吧，我建议电动车允许带
一名成年人。”

“带一名 12岁以下的儿
童，那和带成年人有啥区别？
按照现在营养健康指标，有12
岁儿童体重身高甚至超过一些
成年人。”

“我觉得与其禁止带人，不

如实行驾照资格制，这样既可
以树立良好的安全骑行意识，
也可以将法律条文深入到每一
个非机动车驾驶员上。”

回应：全国多地都有非机
动车载人的硬杠杠

11月29日下午，针对网友
热评，记者再次采访郑州交警
部门。

电动车只能带一名12岁以
下的儿童是新规吗？是郑州地
方规定吗？对此，郑州市交警三
大队车站一中队队长王杨介绍，
关于电动车带人，《河南省道路
交通安全条例》第三十五条规
定：成年人驾驶自行车、电动自
行车，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在
城市市区道路上可以载一名十
二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第五
十一条规定，对于非机动车违反
规定载人的，处20元罚款。

记者查询北京、江苏、甘肃
等多地交通安全条例发现，这
些省市都把12岁周岁以下设
置成非机动车载人的硬杠杠。

“目前，我没有听说哪些城市明
确规定非机动车可以搭载成年
人的。”王杨告诉记者，交警只
能依法依规执法，至于网友提
出的“有的儿童体重、身高超过
成年人”问题，不能用个例来改
变群体。也有网友说：着急送
病人，难道也得骑两辆自行车
吗？王杨建议，遇到紧急情况，
第一时间求助警察，“紧急情况
肯定会受到人情照顾。”

延伸：规范电动车出行，我
们的城市能做什么？

其实规范郑州交通秩序，
只靠交警管是远远不够的。市
民的自觉、法律的约束以及出
行的便利性都是文明驾驶的必
要条件。

大河报记者注意到，近日，
郑州连续出台多项规定，为净
化交通环境提供有力抓手：一

个是交通违法将与个人信用积
分挂钩；另外一个是摩的非法
营运最高罚款5000元。

11月下旬，郑州召开城区
行人、非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专
项治理工作新闻发布会，郑州开
展为期三个月的行人、非机动车
违法专项治理。根据《郑州市个
人信用积分管理暂行办法》，非
机动车闯红灯、越线停车、随意
横穿马路将与信用积分挂钩。
经交通部门认定的严重交通违
法行为人，将在申请财政扶持资
金、政府部门评优评先等方面受
到一定限制。

此外，根据《郑州市规范城
市客运行为若干规定》，12月1
日起，郑州市交通与公安部门
的执法人员将正式对“摩的”拉
客开始处罚，禁止利用电动自
行车、机(电)动摩托车、三轮车、
老年代步车等车辆从事客运经
营，违反该规定的，由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负责道路检查，
收集有关证据后，将案件材料
移送郑州市交通运输行政主管
部门，由市交通运输行政主管
部门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
罚款。

有法可依后，还要有路可
走。

郑州正处于快速“长个儿”
时期，高架桥、地铁线不断增
加，城区道路施工，围挡圈起
来，主干道关闭，各种机动车、
非机动车和行人又一锅粥地堆
在路上了。郑州市交警三大队
车站一中队队长王杨形象地
说：“交警整治改善一个路口的
交通秩序，需要半年、一年时
间，毁掉它只需要一个围挡！”
因此，王杨建议，在道路施工
时，需要更科学的规划，尽量不
牺牲现有交通。

另外，在过去很长时间内，
城市给予了机动车过多的路权，
郑州也不例外，例如双向四车道
的城市干道，都是机动车道，非
机动车只能跑到快车道上抢
路。而一些非机动车道上，停车
位一划，非机动车只剩下十几厘
米的通行空间，这些都是非机动
车遵章行驶的阻力。王杨介绍，
近年来，郑州已经陆续施划出大
批非机动车道，取缔非机动车道
上的停车位，建设城市“慢行系
统”，合理设置道路隔离设施，让
人、车各行其道。

郑州公共交通有没有发力
点？目前，郑州公交密度在全
国名列前茅，地铁线路也不断
增加，但是还存在“最后一公
里”问题。从小区到公交车站
的距离，让一大部分市民放弃
了公交地铁，骑上了心爱的小
电动。很多城市提倡地铁过社
区，公交开进地下车库，真正融
入到小区里，这样市民就更乐
意低碳出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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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 政务产品部 执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郭兵 实习生 张阳 文图

针对“电动车带人”，郑州交警再回应
想知道电动车出行的关注度有多高？来看看大河报官方微博已吵翻了的评论区就知道

了！11月27日起，大河报推出“关注电动车安全出行”系列报道，引起数十万网友关注。截
至12月1日16时，#为什么不让电动车带成年人#话题总阅读量已经超过30万，针对网友
观点，记者再次采访交警部门。为规范电动车出行，我们的城市还有哪些“大招”待放？

电动车带人话题火爆网络，本报微博阅读量30万+，转评赞过千，网友吵翻了……

郑州上个月查了近8万起
非机动车行人交通违法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郭兵 通讯员 邢红军

本报讯 郑州交通违法
集中整治提升活动开展一
个月，效果如何？

11月30日，郑州市公
安局召开“交通违法集中整
治提升专项行动推进会”，
通报郑州市交通违法集中
整治提升第一阶段工作开
展情况。记者从会上了解
到，交通违法集中整治提升
行动开展一个月来，共查处
各类机动车交通违法91.1
万余起，其中，现场查处机
动车交通违法23.3万余起、
违法停车33.7万余起，环比
分别上升 43.7%、93.8%、
88.4%；查处非机动车、行
人 各 类 交 通 违 法 行 为
79724起，环比上升457%。

郑州市副市长、公安局
长马义中在推进会上指出，
公安机关将围绕整治任务，
突出整治重点，聚焦重点违
法，实施有侧重的打击。城
区交警大队重点打击行人
闯红灯、随意翻越（穿越）道
路隔离设施，非机动车闯红
灯、随意横穿马路、逆行、违
法载人以及机（电）动三

（四）轮车闯禁行等交通违
法乱象，机动车乱停放、乱
鸣笛、乱变道、逆行及酒驾、
醉驾、毒驾等突出交通违法
行为；各县（市）交警大队重
点整治酒驾醉驾、涉牌涉
证、农村面包车违法、货车
超载、“百吨王”“两客一危”
车辆“三率”提升和隐患车
辆违法上路行驶、重型货车
和重型挂车“三率”提升和
隐患车辆违法上路行驶以
及国道省道、农村道路各类
交通违法行为；市内各分局
重点整治拦车散发小广告、
拦车乞讨、严管示范街货车
闯禁行、妨碍执行公务等违
法乱象；市内各分局交管巡
防大队持续加大次干道、背
街小巷静态交通秩序整治，
对影响道路通行的车辆在
处罚的同时，积极联合辖区
办事处、交警大队对车辆实
施拖移。各警种、各部门、
各单位针对整治重点，进一
步丰富工作措施，用足用活
用好法律手段，严管、严控、
严查、严打，持续保持专项
行动的高压态势。

男子开三轮摩托车跑营运
被查处时撞警车、撞民警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岚

本报讯 11 月 30日下
午2时许，郑州市交警二大
队机动中队民警宋旭，带领
辅警在化工路和长椿路口
开展交通综合整治时，一辆
红色带篷三轮摩托车沿长
椿路由南向北驶来，民警立
即示意该车驾驶员董某靠
边停车接受检查。

董某见民警过来，突然
倒车，撞上警车后掉转车头
沿快车道逆行向南疾驶，非
常危险。民警宋旭等人立
即跑步上前制止，但董某不
但不停车，还开车撞向宋
旭，在躲闪过程中，宋旭的
左手被撞伤，三根手指血流
不止。但是宋旭依然紧拉
车门不松手，最终将疯狂的
三轮车司机控制。

董某被带回大队后，民
警对其身份进行了核实，发
现董某所驾驶的机动三轮
摩托车并未取得机动车牌
照，并且涉嫌长期从事非法
营运活动，民警从其微信收
款记录中查到多笔营运收
款记录。

根据董某的违法事实，
民警对其暴力妨碍执行公
务的行为采取行政拘留10
日的处罚。同时，因其准驾
车型不符、驾驶无号牌机动
车上路行驶和闯禁行，民警
又对其进行合并罚款2300
元、记27分的处罚，暂扣车
辆。对其非法营运的行为，
将移交客运管理部门做进
一步处理。

他被行拘10天，罚款2300元记27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