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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3秒时速破百！少年频频“炸街翘头”
“黑门头”非法改装电摩，“飙车族”严重扰乱交通和市民出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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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安全“百日行动”特别策划

本报淄博8月5日讯（记者
赵原雪 通讯员 胡云雷） 近
日，淄博警方对摩托车、电动车

（电摩）违反交通法规等违法行为
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淄博警方出动警力400余人，
在中心城区8条重点道路、17个重
点路口，不间断开展流动巡逻管
控，对摩托车、电动车（电摩）进行
全面整治，对涉嫌危险驾驶、寻衅
滋事、妨碍公务等违法人员，就近
带至派出所审查，违法车辆一律
查扣；对现场围观、拍摄视频、网络
直播且不听劝阻的，就近带至派出
所进行审查，或通过电话、短信等
方式，给予警告提示。同时，在现场
查处的基础上，进一步深挖违法行
为线索，对摸排发现的涉嫌非法飙
车、改装改型的，全部落地核查身
份后进一步调查处理。

行动中，全市共传唤审查57
人，查扣摩托车、电动车（电摩）64
辆，电话警示提醒246人。目前，相
关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本报枣庄8月5日讯（记者
姚冲） 2日，枣庄市中区召开“飙
车炸街专项整治”新闻发布会，就
有关情况进行发布介绍。据了解，
自7月22日整治行动开展以来，市
中区共出动警力5000人次，警车800
辆次，扣押非法改装、无牌无证电
摩370辆，飙车汽车15辆，审查可疑
人员400余人，刑事拘留16人(其中
飙车炸街9人)，治安拘留11人。

据介绍，7月27日至31日，以青
檀路、中兴大道为重点，每晚出动
警力700余名，于晚上8点至凌晨3
点，在各路口、路段合理布防，加强
盘查，依法严厉查处无牌、无证、非
法改装电动摩托车及飙车、炸街等
违法行为，并文明劝导疏散围观群
众。7月27日凌晨，犯罪嫌疑人杨某
某、刘某某分别驾驶奥迪敞篷跑车
和奔驰敞篷跑车在青檀路飙车，将
身子伸出窗外摇晃胳膊煽动起哄，
造成恶劣影响，经过公安机关的缜
密侦查，于7月31日将二人抓获归
案并依法刑事拘留。同时，积极联
合市场监管、交通运输等部门，对
全区电动摩托车生产、销售、改装
等场所进行摸排，依法查处非法改
装窝点，从源头上预防遏制飙车、
炸街等违法行为发生。

据介绍，很多青少年是通过网
上短视频和直播平台看到了飙车
炸街的表演进而争先恐后去模仿，
更有一些网络主播为了蹭流量吸
引人气，不断在直播间进行煽动和
诱导，有的甚至还动用了无人机进
行直播。公安机关对恶意炒作的主
播进行警告要求立即下播，涉嫌违
法犯罪的及时打击。其间共依法封
禁直播间210个，打掉现场直播无人
机3架，6名网红主播被刑事拘留。

全国交警系统夏季治安打
击整治“百日行动”推进会8月3
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紧紧
围绕正在开展的夏季治安打击整
治“百日行动”，以更大决心、更强
力度、更实举措扎实做好全国道
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坚决遏制
较大道路交通事故频发势头，坚
决防范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发
生，努力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创造安全稳定的道路交通环境。

会议要求，各级公安交管部
门思想认识要再强化，深入分析
交通流量、交通违法和事故规律
特点，做到精准分析、精准指导、
精准打击。隐患治理要再强化，
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风险，集
中治理一批事故多发的急弯陡
坡和施工路段，大力推动农村道
路安全隐患突出路口路段治理、
恶劣天气交通安全高影响路段
优化提升“两项重点攻坚任务”，

切实加强“两客一危一货”重点
企业风险通报和监督检查。路面
管控要再强化，持续加大酒驾醉
驾专项整治和公路易肇事肇祸
违法专项整治力度，严查酒驾醉
驾、“三超一疲劳”、农村“两违”
等突出违法行为。宣传教育要再
强化，加大警示曝光力度，定期
公布突出违法车辆、高危风险企
业、终生禁驾人员、事故多发路
段，进村入户开展交通安全宣

讲，针对重点驾驶人点对点推送
宣传提示。“一盔一带”要再强
化，着力提升电动自行车头盔、
汽车后排乘车人安全带、营运客
车安全带使用率。应急处置要再
强化，对交通事故警情快速反
应、及时处置，配合做好救援救
治工作。深度调查要再强化，严
肃追究相关企业单位和责任人
责任，倒逼安全管理责任落实和
隐患整改。 据央视

文/片 见习记者 高松

“炸街”少年频现
恣意嚣张不顾后果

近日，街头巷尾时不时传来
的轰鸣声和炫耀欢呼声打破了
临沂城安静的深夜。两个少年同
坐一辆电动两轮摩托车，成群结
队飙车、逆行，兴致正浓时还会
上演“翘头”绝技。

据通达路附近商户和市民
反映，骑电动摩托车竞速炫技的
大多是十五六岁到二十岁左右
的年轻人，尤以未成年人居多。
他们在城区道路上飙车嬉闹，全
然不顾此举可能带来的交通安
全隐患。

记者在梳理相关线索中也
发现，这些“炸街”少年还有所谓

“电摩俱乐部”QQ群，群内会定
时定点集合进行飙车“翘头”活
动。通过了解不难发现，这些“炸
街”少年大多存在盲目跟风情
况。受朋友和外界影响，寻求一
时痛快和刺激虚荣之感，而对相
关道路交通法规十分陌生。同时
家庭监管缺位也在某种程度上
助长了这群少年的恣意妄为。

而 他 们 所 骑 的“ 炸 街 利
器”——— 电动两轮摩托车，与普
通电动车相比，动力更为强劲，
续航和时速性能更为优越，而且
炫酷的外观造型也极为吸睛。原
本是短途出行代步的重要工具
之一，却经过一系列非法改装，
严重扰乱公共交通秩序和市民
出行安全。

非法改装电动摩托车
成本高风险系数大

7月27日晚，记者跟随临沂
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三
大队来到了北城新区阳光沙滩

路段，参与整顿非法改装电摩乱
象行动。接近深夜10点，一辆绿
色电动摩托车和两名受伤少年
进入了交警巡查范围。拆开电摩
车座，凌乱的线路、多余的黑色
匣子瞬间引起了执勤民警的高
度警惕，当即对车身进行了全面
检查。

随后，记者从相关问询民警
处了解得知，该电摩非法改装了
电机和控制器。驾车少年表示，
车辆是7月13日在河东区政务大
厅附近某无牌店改装的，改装零
件在工业大道与束河南街某商
铺内购买。

电摩究竟如何改装？改装后
有何变化？记者走访了多家门
店，却并未了解到相关情况。后
经多方寻找打听，找到了一位知
情人士。

“电摩改装基本只保留原有
机身，电池、电机、控制器、刹
车、轮胎等需要全部更换。改装
后，时速可由原来的50公里/小
时提升到100公里/小时，有些
甚至高达180公里/小时，起步3
秒，时速即可破百。”据知情者
透露，电摩改装难度不大，一天
内便可改装完毕，所需零件均
可从线上线下轻易购买，但光
改装成本就要1万元起步，远超
购买车辆所需费用。“正规门店
不会提供改装服务，部分维修
点或无证经营‘黑门头’可能存
在非法改装情况。”

改装电摩又有多大危害？记
者也从临沂市交警支队相关部
门了解到，若擅自改变车辆外廓
尺寸，它的突出部位容易剐蹭其
他车辆或行人；改装车辆刹车系
统，极易导致制动不足或失效；
改装底盘结构、轮胎、悬挂则影
响车身稳定性、平衡性及通过
性；改变转向灯颜色、改装刹车
灯为闪烁形式、灯罩贴膜等，容
易导致他人对车辆发出的信号

产生误解，进而引发交通事故。
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七

十九条，除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三条规定的情形外，擅自改
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有关技
术参数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责令恢复原状，并处警告或者五
百元以下罚款。

联合整治非法改装
从源头遏制非法竞速

近日，临沂市公安局交通警
察支队针对部分人员驾驶非法
改装的摩托车（含电动摩托车）
追逐飙车、非法竞速、危险驾驶
等现象，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整治摩托车非法改装、非法竞速
专项行动。

市交警支队直属三大队积
极响应上级部署要求，高度重
视，组织召开专题会议、制订工
作方案、成立专班小组，联合多
警种通力协作，持续整顿非法改
装电动摩托车乱象。

“行动开展以来，我们大队
采取‘白+黑+视频追踪’三管齐
下的方式，持续高压整治。针对

‘炸街车’出没时间主要集中在
夜间10时至次日零时后的特点，
科学安排勤务，开展常态化夜查
行动，并将夜查时间延长至凌晨
4点。”市交警支队直属三大队交
通秩序管理中队中队长邱怀见
介绍，三大队坚持24小时不间断
排查路面线索，精准分析研判，
详细掌握“炸街车”出没时间、地
点、轨迹等信息，实现“炸街车露
头就查”目标。“前段时间，在武
汉路与蒙山大道交会公交港湾，
执勤民警通过监控视频发现深
夜有三男一女驾车‘翘头’逆行。
我们根据轨迹分析，找到了当事
人，予以教育训诫。”

针对“炸街”群体以初高中
生和技校生为主的特点，三大队

坚持惩治和教育相结合原则，宽
严相济让执法有力度更有温度。
邱怀见表示，执勤人员在查处违
法的同时向违法驾驶人员详细
介绍电动摩托车“非法改装”“非
法竞速”的危害性，防止道路交
通事故的发生。并将涉及的未成
年人及时推送给当地党委政府、
辖区派出所、教育部门进行教育
处理，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通过持续整治，截至目前，直
属三大队共查处电动摩托车违法
行为106起，教育训诫50余人，取
得了阶段性成效，有效遏制住了
电动摩托车“非法改装”“非法竞
速”等交通违法行为多发势头，营
造了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秩序，
收获了群众一致认可。

“我们将做好常态化治理，
坚持路面巡与线上视频巡相结
合，点线面、网格化铺开推进，持
续加强夜间勤务机制，发现异常
情况必将追查到底。同时进一步
规范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
挂牌流程，防止无牌无证车辆上
路。”市交警支队直属三大队大
队长孟涛表示，开展联合执法，
各部门协同共治形成强大社会
合力，才能达到理想治理效果。

据了解，近日，临沂市交通
运输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城市管
理局也联合开展执法检查工作，
利用两个月时间，在全市开展摩
托车维修经营行业非法改装专项
整治行动，持续推进全市违规改
装摩托车店面清理整顿工作。

“这段时间，我们积极配合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等部门开展
了5次联合执法活动，对违规改
装电动摩托车行为予以强有力
的震慑。”临沂市道路运输服务
中心副主任张树峰介绍，截至目
前，共出动执法人员176人，检查
摩托车相关企业190家，发送备案
告知书数量44家，下发责令整改
书16家，并进行1家行政处罚。

近日，全国交警系统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推进会召开。会议强调，要扎实做好全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坚决遏制较大道路交通事
故频发势头，坚决防范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发生。日前，山东省临沂、淄博、枣庄等市针对非法改装、“飙车炸街”等等违法行为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查
扣非法改装车辆，传唤审查参与飙车人员，封禁相关直播间，刑事拘留违法网红主播等，有效遏制了交通违法行动，还还市民一个安静的夜晚。

编
者
按

十五六岁的花季少年、一
举出名的“翘头甩尾”、呼啸而
过的速度与激情，“通达路战
神”名号的搜索热度曾高居不
下。电动摩托车改装、竞速、炫
技，看似拉风炫酷，殊不知每
次“炸街”背后都是对生命安
全底线的漠视与挑战。改装电
摩为何掀起青少年跟风热潮？
普通电摩又是如何成为“炸街
利器”的？记者对此进行了深
入探访。

全国交警部署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

严查酒驾醉驾、公路易肇事肇祸违法行为

淄博

查扣违法摩托车64辆

传唤审查57人

枣庄

封禁飙车直播间210个
6名网红主播被刑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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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交警部门开展夜查，

遏制非法改装“炸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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