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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阳辉 陈子垤

实习生 赖新旖 通讯员 粤交警 ）

由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

委员会于 2018 年 5 月 15 日批准发布

的 GB17761-2018《电动自行车安全技

术规范》， 于昨日正式实施。 对销售违

标车辆的，要依法责令停止销售，并予

以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

销售违标车辆受受处罚

根据新国标要求，电动自行车的最

高车速不超过 25km/h，当车速超过时，

电动机不提供动力输出；整车质量(含

电池)应当小于或等于 55kg；蓄电池标

称电压不超过 48V；必须具有脚踏骑行

功能。

为推进新标准实施，进一步规范电

动自行车生产、销售和使用管理，国家

三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加强电动自行车

国家标准实施监督的意见》

（以下简称

《意见》）

提出，市场监管部门要严查生

产企业与销售环节，对无证生产、超出

强制性产品认证范围生产、 不按新标

准生产销售、 不按 CCC 证书生产销

售、假借出口名义生产销售违标车辆、

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等行为。

对于上述行为查证属实的，由认证

机构依法对认证证书作出处理直至撤

销认证证书， 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法责

令停止生产并予以罚款、 没收违法所

得；情节严重的，依法吊销营业执照；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销售违标车辆的，要依法责令停

止销售，并予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情

节严重的，依法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合规电动车要登记上牌

《意见》要求，各地严格按照地方规

定对电动自行车进行登记上牌；尚未实

施登记上牌管理的省 (

区

)， 要提请省

(

区

) 政府尽快建立电动自行车登记管

理制度；标准实施过渡期内严禁生产不

符合新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并通过多渠

道消化不符合新标准的库存车辆。

公安机关要建设电动自行车登记

管理系统， 对符合条件的电动自行车，

要按照规定录入登记管理系统，及时登

记上牌，上传全国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

用平台。

正在使用的超标电动车怎么处理？

《意见》规定，对新标准实施前在用的既

不符合旧标准也不符合新标准的电动

自行车，设置过渡期，发放临时号牌。未

按地方规定领取临时号牌以及过渡期

满后仍上路通行的，公安机关要严格依

法处罚。

广东交警表示，下一步将逐步开展

“带牌销售”模式，交警部门会在前期上

门对代售车辆进行勘验， 车辆挂牌销

售。

电动自行车新国标昨起实施

广东将实行电动车“带牌销售”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廖温勃 通讯

员 穗卫健宣）

今年 4 月是全国第 31

个爱国卫生月。 昨日下午，广东省广

州市联合在广州市英雄广场举办第

31 个爱国卫生月活动暨传染病防控

爱国卫生专项行动。 广大机关干部、

专家学者、医务人员、街道工作人员、

环卫工人、消杀专业人员一起，以宣

传动员、环境卫生清洁统一作业等实

际行动， 掀起全省爱国卫生运动高

潮。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东南亚等地

区登革热疫情较往年升高，广东省陆

续有登革热病例输入。 截至 4 月 14

日，全省共有 13 个地市累计报告 79

例输入病例，与去年同期

（

10

例 ）

相

比病例数大幅度上升。

全省各地市蚊媒监测点于 3 月

启动监测， 结果显示，3 月的蚊媒密

度高于 2018 年同期监测水平。 广东

省疾控中心副主任林立丰介绍，结合

2018 年冬季蚊虫监测情况， 粤东地

区有白纹伊蚊的成蚊和幼蚊越冬活

动， 提示开春后蚊媒繁殖能力上升，

今年登革热防控形势不容乐观。他表

示，有效防控登革热，清除传播媒介

白纹伊蚊的孳生地是最主要的措施。

目前蚊虫已对市民常用的杀虫剂产

生一定抗药性，推荐市民使用安全有

效且使用率减低的杀虫剂如细菌杀

虫剂等，并希望市民群众和各机关企

事业单位积极开展环境卫生大扫除，

清除房前屋后的杂物和积水， 通过

“绿色治理”，降低蚊虫在环境中的容

量，从而减少夏秋季登革热等传染病

的发生。

据省疾控中心专家介绍，除了蚊

媒，鼠类也是重要的病媒生物，能够

传播鼠疫、恙虫病、出血热和钩体病

等。林立丰说：“春季是控制鼠密度的

最佳时机。 通过及时清理食物垃圾、

堵鼠洞、合理布放毒鼠屋，将鼠密度

控制在不足为害的水平，能有效预防

控制鼠传疾病的发生。 ”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济南市相关

部门获悉，齐鲁天和惠世制药有限公

司冻干车间地下室在管道改造过程

中发生事故， 截至目前共导致 10 人

死亡。

15 日 15 时 37 分，齐鲁天和惠世

制药有限公司冻干车间地下室，在管

道改造过程中，因电焊火花引燃低温

传热介质产生烟雾，致使现场作业的

10 名工作人员中 8 人当场窒息死亡，

其余 2 名工作人员在抢救过程中死

亡。另有 12 名救援人员受呛伤，无生

命危险。

据通报，经环保部门检测，对周

边环境未形成影响。目前事故正在进

一步调查处置中。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云龙）

昨日，

滴滴顺风车事业部负责人张瑞通过滴

滴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等渠道发布公

开信，公布滴滴顺风车整改进展。 有市

民看到该公开信后，认为滴滴将要重启

顺风车业务，对此滴滴相关负责人回复

记者提问时表示， 顺风车仍在全力整

改，暂无具体上线时间表。

从张瑞发布的公开信内容看，滴滴

在经历 7 个多月全国范围下线之后，目

前总结出五大问题情况和改善措施，包

括：抵制非法营运，滴滴将会严格按照

指导意见要求限制接单次数，规定车主

在常用的路线上搭载乘客，让顺风车回

归顺路合乘的本质；去掉个性化头像、

性别等个人隐私相关信息的显示，未

来滴滴只展示出行相关必要信息，禁

止合乘双方编辑互评内容， 评价标签

仅与出行相关，例如“准时、礼貌”等；用

户准入信息筛查持续加强， 滴滴会继

续加强用户信息筛查， 并在车主每次

行程前进行人脸识别， 严肃处理人车

不符的情况。 同时也希望与大众不断

探索更多有效的方式； 提高客服处置

能力， 顺风车也会接入滴滴平台专门

成立的安全响应中心， 只要涉及安全

类的投诉， 全部交由专人第一时间处

理， 降低安全投诉被误判或积压的概

率；提升应急处置能力，滴滴组建了 7×

24 小时应急指挥中心， 为突发事件提

供全方位支持，同时成立“警方调证对

接工作组”优化调证流程，在接到警方

进线后第一时间通过短信发送调证流

程链接，收到警方回复后，最长不超过

10 分钟即可配合警方完成调证工作。

网约车乘客陈女士在滴滴公众号

上看到公开信后表示，滴滴此次公布整

改情况是为顺风车“复出”铺路 。 滴滴

方面表示，目前顺风车仍然在全力投入

安全整改中，暂无具体上线时间表。 后

续会逐步公布更多产品改进方案和安

全策略，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

信息时报讯

据《北京晚报》报道，

昨日上午8时34分，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的手术室内，伴随着“哇———”的一声啼

哭，一个新生命降生了。 这是个身长52

厘米体重3850克的男孩。如同当年妈妈

出生时一样， 他的出生同样引人注

目———因为他的妈妈是我国大陆首例

试管婴儿郑萌珠。

1988年3月10日， 郑萌珠在北医三

院出生。 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我还没

成形的时候就已经很出名了。”1987年，

当萌珠作为一个胚胎被植入妈妈的子

宫时，就得到了北医三院妇产科上上下

下所有医务人员的重点保护。

萌珠的妈妈郑老师婚后10多年一

直没有怀孕，检查发现是因为幼时的一

次结核菌感染造成了输卵管堵塞。 郑

老师从甘肃来到北京，终于圆了当妈妈

的梦。 北医三院彼时正在进行试管婴

儿科研，这比西方发达国家晚了将近10

年：1978年，世界首例试管婴儿路易斯·

布朗已经在英国诞生，她的缔造者、“试

管婴儿之父”罗伯特·爱德华因此获得

了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 中国大陆

的医务人员一直在默默努力， 国家启

动“七五”攻关项目，由北医三院张丽

珠教授担任组长。 科研团队一次次努

力，一次次失败，终于在1988年3月10日

迎来了第一个试管婴儿———3900克的

小萌珠。 郑老师为了表达对“恩人”、中

国大陆“试管婴儿之母”、北医三院妇产

科主任张丽珠教授的感谢，于是给女儿

起名叫萌珠。

萌珠的老家在甘肃一个小村庄。大

学毕业后，她来到北医三院生殖中心工

作。 由于怀孕后期胎位不正，接受剖宫

产手术，诞下一名男婴。手术室外，萌珠

的妈妈郑桂珍激动得泣不成声。

今年广东登革热

输入病例大幅上升

济南一制药公司

发生事故10人死亡

滴滴顺风车公布整改进展

顺风车司机将看不到乘客性别头像

大陆首例试管婴儿当妈妈了

昨日上午 ，

郑 萌 珠 的 儿 子

在 北 医 三 院 顺

利降生。

《北京晚报》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