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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矩出行 安全你我

之电“恸”车

““一一辆辆电电动动车车别别了了我我近近半半小小时时””
公交司机直接被“斗气”的电动车磨得没了脾气

高唐县城区曾发生一起两辆电
动车相撞事故，缘起其中一方逆行。

高唐民警表示，张女士在城区
骑电动车逆行和王先生的电动车相
撞，经勘察现场及两车相撞痕迹，辅
以监控录像，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
交通事故认定书显示：张女士骑电
动车违法逆向行驶，是造成该起事
故的直接原因，王先生骑电动车属
于正常行驶，无过错。根据规定，判
定张女士在该起事故中负全部责
任，要赔付对方医疗费用、修车费用
共计3000余元 本报记者 王尚磊

聊城

电动车逆行
撞车负全责

本报泰安8月6日讯（记者 曹
剑 通讯员 张力斌 赵欣） 5日
下午1点多，泰安城东交警大队接到
报警，燕邱路发生交通事故，一辆电
动车撞了停在路边的大货车，电动
车驾驶员受伤入院。事故处理民警
立刻赶到了现场。民警发现，一辆红
色解放牌重型半挂货车，头北尾南
停放在道路右侧，一辆由南向北行
驶的电动车，从后部撞到半挂车上，
导致电动车倒地，驾驶员受伤。

随后民警从医院了解到，电动
车驾驶员受伤较重，必须住院治疗，
一只眼球被摘除。

民警称，此前曾有类似案例，判
双方同等责任。但该案件责任情况
正在认定中。

泰安

大货车停路边
电动车径直撞上

据菏泽公安交警支队工作人员
介绍，菏泽市交通事故中，非机动车
引发的交通事故占比也逐渐增加。

“上周周一到周日菏泽市全市因电动
车引发的交通事故有129起，占同期
交通事故一半。”该工作人员统计后
告诉记者，本周一至周四电动车引发
的交通事故已经发生60起，“非机动
车引发的交通事故占比也逐渐增加，
主要原因还是非机动车车主驾车车
速过，并且不遵守交通规则。”

对此，曾为菏泽市立医院骨科
专家的白云振深有同感。“前不久，
一位朋友叫我帮忙抢救一位发生交
通事故的年轻人，他就是驾驶电动
三轮车出的车祸。”白云振说，驾驶
电动三轮车的男子车速过快，在通
过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撞到非机
动车车尾，造成脑挫裂伤、脑出血，
抢救无效死亡。本报记者 周千清

菏泽

电动车四天
惹了60次祸

本报淄博8月6日讯（记者 杜
雅楠 通讯员 管林建） 1日，家
住滨州市博兴县陈户镇西寨村的尹
丽群到亲戚家玩，中午11点30分左
右，姐姐尹丽君骑电动车接其回家，
尹丽群就坐在电动车后座上。两人
沿西寨村内的公路由南向北行驶，
走到西寨村村委会东边的十字路
口，姐妹俩由南向西左转弯，此时，
一辆小型轿车由西向东经过十字路
口，尹丽君驾驶的电动车猛地撞到
了汽车车头的位置，坐在后座的妹
妹尹丽群被甩出十几米，导致脚踝
挫伤，姐姐尹丽君受皮外伤。

滨州

乡村路口两姐妹
被撞出十几米

6日上午，济南历下交警
联合环保、工商等部门对4家
改装、销售所谓助力车、摩托
车的店铺进行查处，查处了
24辆非法改装的摩托车。

6日上午10点，济南市历
下交警大队联合历下区市场
监管局、历下环保局、历下公安
分局经侦大队、姚家派出所抽
调人员组成检查组，对辖区香
港街上4家从事摩托车销售改
装的店面进行突击检查。

在一家店面里，老板指着
一辆白色的车辆称这是从无
锡进来的新车型，“助力车，手
续合格证都全，没问题，不用
挂牌，交警不查。”

“助力车是有燃油或者电
动与人力混合的动力来源，必
须有脚蹬，你这连脚蹬都没有

肯定不是助力车。”工作人员
说。类似的助力车在店里还有
二三十辆，其他三家店里或多
或少也有类似“助力车”在售，
全都没有脚蹬，名为助力车，
多数实为电动车。

接着按照工作人员的要
求，店老板拿出了这辆车的
合格证，看了这张合格证，
工作人员不禁哑然失笑。这
张所谓的合格证，本身就闹
了一个乌龙，搞不清楚自己
到底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
车。记者看到，这张合格证上
一面写着机动车整车出厂合
格证，在另一面则写着非机动
车技术参数。

工作人员还查扣了24辆
非法改装的摩托车电动车。

本报记者 张泰来

电动车合格证“不合格”
一面写机动车，一面写非机动车

两两亿亿电电动动车车需需要要““身身份份证证””
给电动车定性、上牌照，用规则引导电动车行业迫在眉睫

我国曾被称为“自行
车王国”，但现在电动车
取而代之。至2013年底，
我国电动车保有量已达
1 . 81亿辆，且近年来年产
销量都超3000万辆。说我
国已进入“电动自行车王
国”时代一点也不为过。
但“疯涨”的电动车，带来
一些问题。各地出台措
施，禁止上路、挂牌登记
等，但是“法不责众”，规
则被汹涌的电动车流逐
渐吞噬。那么，电动车顽
疾，到底如何治理？

电动车的“身份”问题一直
纠缠不清。2012年出台的《机
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中规
定，时速在20公里以上、50公
里以下，重量超40公斤的电动
车纳入机动车管理范畴。

那么，照此规定，行使在路
面上的电动车大部分属于机动
车范畴，如何按照机动车管
理 ？深 圳 、福 州 等 城 市 早 在
2011年就采取了部分主要道
路禁止电动车通行的措施，各

地也先后推出了电动自行车
统一上牌登记等管理办法。治
理手段不可谓不严格，在治理
措施实施之初，确实起到了一
定作用。但在电动车保有量一
再攀升的情况下，种种乱象却
迅速卷土重来，形成了屡禁难
绝的局面。

为何有法律规定却难以实
行？其中一个原因便是该规定
与工信部规定的《车辆生产企
业和生产公告》难以并行。在工

信部的产品目录中，现今只有
七款电动车，市面上的九成电
动车没有挂牌资格，致使各地
的挂牌政策难落地。

规定打架的问题，需要上
层协调解决，只要是电动车符
合规定，就让其进入产品目
录；如果不合规定，则予以取
缔，顶层的纠缠不清，需要厘
清并坚决执行。如此方能给地
方上的电动车治理提供正面
支持。

厘清规定

规定打架

顶层设计屡难产

电动车横冲直撞，一个很
重要的原因便是其速度极快。
电动车生产商、销售商、购买者
都希望买到速度“更胜一筹”的
电动车，因此，销售商以自己所
售电动车时速可达 60公里以
上而自豪，而这为电动车事故
埋下了隐患。

目前的《电动自行车通用
技术条件》是1999年实施的，
已实施14年，其规定电动车时
速不超20公里。已经实施了14
年的老规矩，不再适应目前“电
动车王国”的现实。据悉，新国
标或将放宽标准，将最大时速
从不过20公里放宽到26公里，

最快将在年内实施。并且有限
速的“杀手锏”，一旦超速，电动
车自动断电。

而新的标准一旦出台并
切实落地，则真正从源头上
给电动车上了“刹车”，让数
量近两亿的电动车再也“风”
不起来。

源头限速

出台新国标

让电动车慢下来

无牌、无证上路，其实，对
广大电动车主来说，主因并非
自己，而是源于现实不让他们
去上牌。新规出台，政策厘清，
给车主登记上牌提供渠道，才
是整治良方。

但是在目前规定、国标与
现实稍显脱节的情况下，如何
对路上的电动车进行切实整
治？“柳州模式”也许可以复制，
2012年2月，柳州市政府出台
有关办法，并投入700多万元

对全市两轮电动车进行免费登
记备案，规定电动车须经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备案后
方可上道路行驶，去年9月份，
柳州已登记电动车65 . 5万辆。

办法同时规定，交警部门
对两轮电动车交通违法行为处
以20至50元罚款，不愿意缴纳
罚款的，可选择接受不少于 3
小时的安全培训教育。

在“柳州模式”基础上，2013
年8月，广西出台《电动自行车机

动轮椅车管理办法》，要求电动
车必须注册登记，核发号牌、行
驶证后，方可上道路行驶。

对电动车的治理，也在彰
显政府的管理水平，并不能单
纯责备车主。电动车事故频发，
有电动车主不守规则的原因，
闯红灯、占机动车道……可是，
市民的每一种行为是需要法规
与管理人员去引导的，如果没有
切实有效的引导措施，靠市民自
觉“守规矩”，似乎并不现实。

重拳处罚

登记备案上牌

违反规则就得罚

本报记者 张泰来
戚云雷 王兴飞

本报济南8月6日讯（记者
张泰来 戚云雷 王兴飞）

“别了我20多分钟，将近半
小时，我往哪儿走，他就往哪儿
走，一直在我车前面，不急不慢
的，我觉得他这是成心斗气。”
6日，济南市91路公交车驾驶
员韩道庆致电本报热线说。

6日本报集中报道了城市
中的电动车事故、探讨电动车
的整治难题。报道见报后许多
热心读者致电本报热线，分享
自己经历的电动车故事。

济南市 91路公交车驾驶
员韩道庆讲述了他跟电动车之
间的一段过节，此事就发生在
大约10天前，那天，韩道庆驾
驶公交车正行驶在清河北路
上，一辆电动车突然由辅道行
驶到了公交车前面。

“骑车的是名30多岁的男
士，就在我前面不急不慢地开
着。”韩道庆说，行驶了一分多
钟，男子也没有变道到辅道去
的意思，韩道庆摁了一下喇叭，
示意他靠边行驶，自己好超过

去。
“谁知道，不摁喇叭还好，

一听到喇叭声，他回头看了一
眼，骑得更慢了些。”韩道庆说，
因为担心投诉，他不能下车跟
电动车主争执，真是一点脾气
都没有了。等到拐弯，上了另一
条路，韩道庆以为这下可总算
摆脱了，可没想到的是，男子似
乎知道91路的行驶路线，趁着
公交车靠站的工夫，又赶到了
公交车的前面。

“一直别了20多分钟，你说
这不是成心斗气嘛！”韩道庆说。

“有些车还突然变道、斜穿
马路，猛一下子出现在视野中，
吓人一跳，只能本能地踩刹车，
害一车乘客差点跌倒。”公交驾
驶员周先生说，这样的事情他
几乎每天都会遇到。

其他的读者电话及我们街
头的随机调查也显示，闯红灯、
斜穿马路、走机动车道、骑车打
手机、并排行驶、逆行、违法载
客是市民最为反感的几种电动
车恶习。

8月1日，滨州博兴姐妹俩骑电动车被撞事故现场。 本报记者 杜雅楠 摄

随手拍现场直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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