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陆如燕 E-mail:fzbfzsy@126.com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宣传处

上海法治报社
联合主办人!!!!!!!!!!!!!!!!!!!!!!!!!!!!!!!!!!!!!!!!!!!!!!!!!!!!!!!!!!!!!!!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走

近
A8

2021 年 10 月 20 日 星期三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我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 近

年来， 因为价格低廉、 出行方便，

老年代步车受到很多老年人的喜

爱。 然而在“便利” 背后， 与

“老年代步车” 相关的交通安全隐

患也伴随而生。 近日， 工信部正

式公开征求对推荐性国家标准

《纯电动乘用车技术条件》 的意

见， 其中就包含了备受争议的老

年代步车。 市人大代表在对本市

老年代步车表示担忧的同时， 也

对老年人的出行问题提出了思考。

担忧： 老年代步车暗

藏安全隐患

市人大代表朱思欢是虹口区

的一名社区工作者， 虹口区也是

全市老年人比例最高的区。 因此，

她一直关注老年人的安全问题。

她注意到， 为方便出行， 越来越

多的老年人使用“老年代步车”

作为出行交通工具， 而“老年代

步车” 存在着安全隐患。

首先是发生交通事故赔偿难

度较大， 受害人权益得不到保障。

当前各地老年代步车根本不在上

牌登记目录范围内， 因没有合法

的登记手续， 没有牌照和保险，

一旦发生交通安全事故， 车辆和

乘客的损伤没有保障， 一旦肇事

者逃逸， 对肇事车辆也难以追索，

受害人更无法得到有效的赔偿。

其次， 目前老年代步车生产

厂家没有规范出厂安全标准， 老

年代步车车型多样， 大小不一。

许多代步车起步快但稳定性低，

极易发生车辆侧翻， 而且使用故

障率高， 也并未做任何安全措施。

第三， 老年代步车的使用者

大多是腿脚不便的老人， 他们没

有经过专业驾驶培训， 经常发生

交通违法行为。

除此之外， 相关法律法规也

尚未完善。

为此， 朱思欢代表建议， 完

善相应法律法规， 进行统一纳管。

同时， 加大宣传力度， 合理引导

消费。

相关部门应当联合执法， 严

厉打击违法经营。 工商执法部门

对老年代步车的生产及经营单位，

定期对线上线下经营商户进行资

质证件及经营情况的检查， 依法

取缔无证照、 超范围经营行为，

严厉查处非法改装销售老年代步

车的经营单位， 加大对擅自销售

老年代步车以及虚假宣传等行为

的查处力度， 同时加大与交通、

质检、 公安等部门的配合力度，

形成合力， 齐抓共管， 从源头上

对其生产、 销售和改装进行监管。

现状： 本市老年代步

车违法上路现象已受遏制

市公安局在对市人大代表的

答复中表示， 经梳理， 《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及相

关法律规定中无老年代步车这一

类型， 老年代步车仅属于民间俗

称， 主要指老年人用于代步的低

速三轮、 四轮车辆， 以燃油和电

力为驱动方式。 《上海市道路交

通管理条例》， 将老年代步车归入

不具有上道路通行权的“其他通

行工具”， 对违法上道路通行的，

公安机关可以先予扣留， 并处 100

元以上 1000元以下罚款。

目前， 本市老年代步车违法

上路行驶现象已得到有效遏制。

警方结合日常交通管理工作实际，

将老年代步车治理纳入重点任务

之一， 将警力向菜场集市、 医院、

轨交站点、 交通枢纽等区域倾斜，

对“康复器械类” 老年代步车

（指仅限一人乘坐的老年代步车）

上道路行驶的， 一律当场对其进

行法律告知， 并签订 《承诺书》

后方可放行。 对签订 《承诺书》

后第二次及以上违法上道路的，

以及其他低速电动、 燃油车上道

路行驶的， 一律当场采取先予扣

留措施， 并通知驾驶人到指定地

点接受处理。

上海警方还及时将路面执法

和违法审理中发现的违法销售、

改 （拼） 装老年代步车窝点线索，

反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配合开

展上门取缔查处工作， 做到“发

现一家、 查处一家、 取缔一家”。

同时， 本市强化社区排查宣

教。 加强辖区、 社区排查工作，

最大限度掌握辖区老年代步车车

主“落脚点” 等信息。 针对性开

展宣传教育工作， 明确告知车主

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 督促车主

自觉摒弃违法行为。

下一步， 本市将持续净化老

年代步车违法乱象， 强化多部门

联勤联动。 上海警方将会同市场

监管部门对辖区摩托车、 非机动

车销售、 维修场所开展“全覆盖”

排查， 发现违规销售的， 坚决依

法取缔。 同时， 加强日常监控，

发现网上发布“老年代步车” 销

售信息的， 开展针对性上门查处。

除此之外， 本市还将积极发

动居委干部、 社区民警、 楼组长，

采取“上门入户” 的方式， 对

“老年代步车” 车主开展告知宣

传， 引导车主自觉摒弃违法行为，

妥善处置已购车辆。

建议： 为老年人出行

再“提速”

随着本市“老龄化” 比例的

逐年提升， “养老问题” 已成为

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民生问题。

如何通过科学化、 技术化手段帮

助老年人扩展独立生活的区域，

减轻子女的赡养负担， 需要提前

谋划、 研究思考。

朱思欢代表建议为老人出行

提供更多便利。 如现有出租车公

司可开辟老年人叫车专用线路电

话号码， 为不会使用手机叫车

APP 的老人提供便利； 公交公司

可以以街道、 社区为辐射单位，

开设就医短驳线路， 方便老人就

医配药。

市公安局建议市民政局牵头

对本市老年人出行情况开展一次

系统性调研， 详细了解老年人就

医、 购物等独自出行的客观需求。

市交通委优化完善出租车叫车渠

道及公交短驳站点设置， 切实为

老年人出行提供便利， 从源头上

遏制老年代步车的生存空间。

代表风采

“国标”将至 老年代步车何去何从
代表建议为老年人出行“集思广益”

人大聚焦

人大直通车

虹口人大调研2021年度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本报讯 10 月 15 日上午，

虹口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军带

领城建环保工委到虹口区生态环

境局， 调研 2021 年度该区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

调研中， 胡军一行听取了虹

口区生态环境局关于该区 2021

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

成情况的汇报。 与会同志围绕大

气、 水、 土壤、 固体废物等重点

污染防治领域以及健全环境保护

长效工作机制等方面， 开展座谈

交流。

静安区召开区人大换届

选举工作专题会议

本报讯 10 月 13 日下午，

静安区召开区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专题会议， 通报换届选举工作推

进情况， 明确下一阶段的工作重

点和要求。

静安区委副书记王益群出席

会议并讲话，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 区选举委员会副主任、 区选

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冯璐主持会

议。

会上， 区选举委员会办公室

有关职能组通报了前期工作情况

以及下阶段工作安排。

奉贤人大赴青村镇调研

“一川烟雨”项目推进情况

本报讯 10 月 12 日上午，

奉贤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毅带

队赴青村镇调研“一川烟雨” 项

目推进情况， 实地察看青春港等

点位， 并听取相关工作推进情况

汇报。

孙毅副主任指出， 要谋定而

动， 明晰发展目标， 坚持从更高

层次加以规划推进、 以更高水平

实施建设管理， 力争将青春港打

造为网红打卡地。

松江人大组织部分委员、

人大代表视察“松江枢

纽”项目推进情况

本报讯 9 月 24 日上午，

松江区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委

员、 人大代表视察“松江枢纽”

项目推进情况。 区人大常委会主

任唐海东， 副主任杨飞云、 吴建

良参加。

常委、 代表们实地视察了

“松江枢纽” 规划布局情况。 随

后， 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了座谈

会， 与会人员听取了区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 区交通委的工作汇

报， 区人大代表进行了评议发

言， 对“松江枢纽” 规划和项目

推进情况予以高度关注， 同时，

提出完善周边道路交通规划、 加

快推进项目开工建设、 合理布局

生态水系和排水设施建设等建

议。

□黄浦人大供稿

近年来， 黄浦江两岸地区瞄

准“世界级滨水公共开放空间”

的目标持续推进， 作为建设者、

参与者、 亲历者， 上海市黄浦江

码头岸线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党委

副书记、 总经理顾彪对此如数家

珍。 “还江于民” 这个词是贯穿

于黄浦江两岸建设中的重要原则

和理念， 也是作为黄浦区二届人

大代表的顾彪在本职工作和代表

履职中的核心思维。

2017年底， 历经 15 年的不懈

努力， 黄浦江两岸从杨浦大桥到

徐浦大桥 45 公里岸线公共空间宣

告贯通， 为市民送上一份诚意满

满的“新年大礼”。 顾彪第一时间

牵头组织了黄浦区人大代表集中

视察活动， 代表们除了一睹两岸

贯通后的新形象、 体验空间服务

的新功能外， 还结合视察和各自

专业， 分享了感受和建议。

日前， 市委领导调研黄浦江

沿岸地区规划建设工作时指出，

黄浦江是上海的母亲河， 黄浦江

沿岸是强化城市核心功能、 提升

城市软实力的重要空间。 打造

“可漫步、 可阅读、 有温度” 的魅

力水岸空间是黄浦江两岸贯通开

放后的新定位， 对标的是“全球

城市生活核心的美好舞台。” 对

此， 顾彪坦言， 压力很大， 但信

心更大， 因为这里承载的是人民

对于美好生活的期盼， 是建设

“人民城市” 最生动的实践。

夏季汛期， “六防一保” 的

安全目标始终绷紧着每一根神经；

节日假期， 客流状况牵出的是

“怕他不来又怕他都来” 的紧张和

期待； 疫情防控， 每一道入口都

是一道防线， 每一处细节都守护

着一份安心。 安全， 无疑是“还

江于民” 的前提和基础。 紧抓每

个环节、 紧盯每个关口是需要各

部门各司其职、 协同联动、 合力

配合。 “在与相关部门协调沟通

方面， 我特别感谢人大代表这一

身份给我搭建的各种平台。” 顾彪

介绍道， 人大代表需要参加或者

列席的会议和活动是非常好的互

相学习、 互相沟通的机会， 对于

各政府部门的职权范围和工作领

域有了准确了解， 为推进自己的

本职工作提供了很大助力和优势。

比如， 沿线涉及的五个行政区，

管理模式各有特色， 联动机制并

不完全一致， 得益于对于政府部

门情况的掌握， 他在协调过程中

降低了沟通成本， 共识的达成更

有时效， 更快捷。

尽管本职工作繁忙， 但顾彪

对人大代表各项履职十分重视，无

论是集中视察、联系社区，还是家

站点的各类活动， 都积极参与、认

真对待。 社区创新治理、业委会规

范化建设、生活垃圾分类实施……

围绕这些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

主题， 他总是能与居民们聊上半

天，“人大代表是为人民代言，只有

全面地了解人民的真实需求，才能

做到知实情、解民意、谏真言。 ”

旧区改造， 是黄浦区最大的

民生工程。 面对“十四五” 期间

将基本完成旧区改造的目标， 黄

浦区的旧改不断提速增质。 作为

小东门街道的人大代表， 在辖区

旧改征收项目启动之后， 他就深

入老城厢、 深入旧改居委， 与群

众面对面， 宣传旧改征收“公开、

公平、 公正” 的工作原则和相关

政策口径， 耐心听取群众对旧改

征收的意见建议和家庭实际困难

等情况， 并及时向政府部门和征

收单位反馈， 还作为公信人士，

参与旧改征询的现场监督和见证

工作， 有序稳妥推进征收节点任

务， 切实保障好居民的利益。 顾

彪一直坚持“用最直接、 最简单

的语言表达百姓需求”， 推进政策

实施和项目落地更加顺畅， 提升

人民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顾彪：用“!民理念”打造世界一流滨水区

老年代步车背后的交通隐患重重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