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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情报站

猎德街道交通整治300天

整治机动车不文明驾驶、行人违规闯红灯、超标电动车上路等“八大交通违法行为”

为切实改善辖区道路交通秩序， 提升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和缓解拥堵的能力和水

平，猎德街道从 3 月 1 日起在辖区内开展“奋战三百天、全力保畅安”道路交通秩序大

整治专项行动，重点整治机动车不文明驾驶、行人违规闯红灯、超标电动车上路、驾驶

人不戴头盔等“八大交通违法行为”，倡导市民群众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安全文明上路。

□

本版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卢舒曼 见习记者 吴淑萍

珠江新城联合整治，超标电

动车被查扣

电动自行车体积小、行动快，很

多市民都选择用来代步， 但要小心

请勿驾驶超标电动车，

否则将涉嫌违法违规。 3 月至 4

月，天河区猎德街道、员村街道、冼

村街道、 天河交警大队珠江新城中

队、 派出所等多部门组成执法队在

花城大道、平江路、潭村路交界，多

次开展交通秩序大整治行动， 查扣

“五类车”和处理无证驾驶违法行为

人。

“您好，您驾驶的电动自行车是

超标电动车，不符合新国标要求，我

们需要查扣车辆。 ”在 4 月 9 日上午

早高峰的行动里， 记者看到很多上

班族驾驶电动自行车出行， 但有的

被执法人员拦下。 交警解释称，因为

他们驾驶的是超标电动自行车，按

规定不能上路。

“新国标要求，电动自行车要有

电力驱动， 有脚踏， 重量不超过 55

公斤，设计时速小于 25 公里。 你这

辆车明显没有脚踏。 ”交警说。

现场除了主要查扣超标电动

车， 执法人员还发现有的驾驶人驾

驶电动二轮摩托车、 电动滑板车出

行，或是没有佩戴头盔，都被勒令改

正，或扣车处理。

据了解，广州市一直打击“五类

车”驾乘行为。“五类车”指的是超标

电动车、三轮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

改装（

拼装、报废

）车。“五类车”基本上

无牌无证、没有购买保险，一旦发生事

故，事故损害赔偿难以得到保障，给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极大伤害。

处罚动真格，不戴头盔要“埋单”

4 月 28 日上午， 天河交警大队

联合天河区各街道、派出所在 35 个

重点路口开展道路交通秩序大整治

行动，重点整治非机动车违规上路、

不戴头盔、逆行等驾驶违法行为。

“您好，知道要戴头盔吗？ ”“知

道， 但忘记了。 ” 时值上午 8 时 20

分，在花城大道，很多骑着电动车匆

匆赶路的上班族。 但有的被执法人

员拦下， 其中绝大部分是由于没有

佩戴头盔。

人们不戴头盔的理由五花八

门。“不知道要戴头盔，从来没听说

过要戴头盔。 ”“一直没有买头盔。 ”

“没有戴过头盔，而且从来没被交警

抓过。”“我之前戴了，就今天没带。 ”

面对执法人员的拦下， 人们以

为只是简单劝导便放行。 没想到，执

法人员动真格了， 对违规行为进行

处罚。

“根据《道路安全交通法》，驾驶

电动车不戴安全头盔是交通违章行

为，罚款 50 元。 如果没有异议，请签

名。 如果有异议，可拒绝签名并进行申

诉。 ”交警向违法行为人说明情况。

一听说要罚款，人们一脸惊讶，

措手不及， 但大部分人愿意承担责

任，为自已的违规行为“买单”。

专项整治天德广场凌晨汽

车噪音问题

近日，记者收到多名市民报料，

去年开始，每逢夜深，猎德大道天德广

场东门路段经常出现汽车鸣笛声，尤

其以凌晨 2 时到 4 时最为严重。

据了解， 自从疫情防控形势取

得稳定，各大商圈恢复正常营业。 天

德广场主推夜间消费， 吸引了不少

年轻人。 每天晚上 10 点后，正是年

轻人的活跃时间， 他们主要集中在

天德广场东门呼叫车辆或上下车，

造成广场前路段严重拥堵， 引发车

辆频繁鸣笛催促， 给附近居民带来

噪音困扰。

从去年 11 月开始，相关部门多

次到现场召开协调会， 研究应对措

施， 但一直没有最佳方案。 4 月 19

日，猎德街道办、天河交警大队、猎

德派出所、猎德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天德广场运营管理方再次联合召开

协调会，督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会议初步拟定方案是， 从 4 月

22 日开始，每晚 10 时起，天德广场

采取封闭广场东门出入口， 禁止车

辆主干道上下客，引导出租车、网约

车到位于临江大道的南门出入口候

客和载客的措施， 期望缓解猎德大

道交通拥堵，杜绝车辆鸣笛噪音。

举措实施首日， 记者在晚上 9

点来到天德广场， 看到物业人员开

始用两排铁栏封住东侧路口， 拉起

了警戒线， 并在门口内侧竖起两个

大小不一的告示牌， 小的上面写有

“东侧门夜间 22 点到次日上午 6 点

封闭，进、出广场请绕行临江大道”，

大的写着“请不要到马路上打车，场

内设有出租车上客点。 ”

次日凌晨 0 点， 记者看到很多

车辆已经明白到要绕行临江大道上

下车，消费者也理解了管制举措，东

门路段已经没有出现汽车鸣笛声，

南门路段开始出现候客现象， 但快

停快走，暂未发现拥堵情况。 很多附

近居民反馈， 已有多天没有听到凌

晨汽车鸣笛声，给相关部门点个赞。

动员辖内物业企业齐行动

为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出行

安全意识，增进交通法律法规知识，

猎德街道多次组织辖内各单位、物

业服务企业、 商圈经营运营单位等

负责人召开会议， 要求各物业单位

代表充分发挥物业管理人员作用，

切实把好电动自行车出入村口、社

区关，积极劝导、纠正超员超载、不

戴头盔、骑乘“五类车”等行为。

【普法专区】

电动自行车“新国标”规定

按照 2019 年 4 月 15 日实施的《电动自

行车安全技术规范》（GB17761-2018），“新

国标”具体为：

1、具有脚踏骑行能力；

2、具有电驱动或/和电助动功能；

3、电驱动行驶时，最高设计车速不超过

25 公里/小时；电助动行驶时，车速超过 25

公里/小时，电动机不得提供动力输出；

4、 装配完整的电动自行车的整车质量

应当小于或等于 55 千克；

5、 蓄电池标称电压应当小于或等于 48

伏特；

6、 电动机额定连续输出功率应当小于

或等于 400 瓦；

7、 整车高度小于或等于 1100 毫米，车

体宽度（

除车把 、脚蹬部分外

）小于或等于

450 毫米，前、后轮中心距小于或等于 1250

毫米。

行动重点整治

“八大违法行为”

1.机动车排队加塞、实线变道、连续变

道、不礼让行人等不文明驾驶违法行为；

2.非机动车、行人闯红灯、逆向行驶、不

按规定车道行驶、不戴头盔等违法行为；

3.摩托车无牌无证、驾驶人不戴头盔、在

禁行区域行驶等违法行为；

4.涉酒违法行为，主要包括酒驾、醉驾；

5.机动车“飙车”违法行为，要包括机动

车追逐竟驶、机动车违法改装、噪音扰民。

6.机动车涉牌违法行为，主要包括机动

车无牌上路、遮挡号牌、假套牌；

7.货车、建筑废弃物运输车辆违法行为，

主要包括货车、建筑废弃物运输车辆超限超

载，违法改装，违反货车、泥头车通行时间和

范围规定通行；

8.占道施工违规违法行为，主要包括未

经审批占道施工，未按许可的位置、超过许

可的面积和期限施工;施工期间未按有关规

定设置标志、采取安全防护设施以及围蔽作

业；施工期间未安排人员维护交通秩序等。

珠江新城重点整治区域

1.

交通秩序乱点。

猎德大道天汇路段、

猎德大道珠江道路段、员村二横路、花城大

道潭村地铁 B 出口路段。

2.

严管路段。

黄埔大道、花城大道、冼村

路、金穗路、马场路、兴国路、兴盛路、临江大

道、海月路、海清路、海文路、华利路、员村南

街、员村二横路、员村新街、员村三横路、科

韵路。

3.

重点整治路口。

黄埔大道马场路口、

金穗路马场路口、花城大道马场路口、花城

大道猎德大道路口、 花城大道潭村路口、兴

国路兴盛路口、马场临江大道路口、海清临

江大道路口、海文临江大道路口、花城猎德

大道路口、华夏华利路路口、华穗华利路路

口、黄埔大道二横路口、黄埔大道三横路口、

二横路新街口、临江大道二横路口、临江大

道南街口、临江大道科韵路口。

天德广场晚上封闭东门入口，交警、街道办、物业服务人员联合引导

车辆。 信息时报记者卢舒曼 摄

执法人员查处不戴头盔的电

动车驾驶人。

信息时报见习记者 吴淑萍 摄

执法人员查处驾驶超标电动

车行为人。

信息时报记者 卢舒曼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