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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条道路吹响禁停集结号
15 日起济南禁停路再增 50 条，已禁停道路通行提速 6 . 3%

六大取证方法
让违停一览无余

对于禁停路段上的违法
停车，交警会怎么取证呢？济
南交警支队宣传处民警魏纪
良告诉记者，目前共有6种取
证方式：一是使用执法记录仪
拍照取证后，上传信息录入系
统；二是使用警务通拍照取证
并上传至系统；三是高清自动
抓拍设备实时录入系统；四是
通过新增的警用车辆综合巡
逻执法系统，对违法停车行为
进行全自动360度实时抓拍取
证；五是由停车管理员按规范
流程粘贴《提示单》并上传证
据至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审核。除此之外，从去年12月
份，济南交警启动的“随手拍”
举报交通违法活动是第六种
取证方式。“市民可以随手对
发生在身边的交通违法情况
进行图片或者视频的拍摄，通
过‘泉城行+’APP、济南交警
官方微信和邮箱 ( j n j j s s p@
126 .com)三种方式进行举报。”
魏纪良说。 记者 刘一梦

8 日，济南市中交警在经
十纬一路口展开查处，要求
存在交通违法行为的行人和
非机动车驾驶员参与交通体
验活动，即手持印有“文明礼
让，和谐交通”的小黄旗在路
口协助交警维持交通秩序。

活动刚开始，两名市民
因骑电动车逆行被交警拦
下。经过 20 分钟的协助执勤，
两人都难为情地表示今后不
会再犯同样的错误。根据规
定，对于行人、非机动车闯红
灯等违法行为，交警部门将
对违法人员处以警告或五元
以上五十元以下的罚款。而
对现场查处的行人、非机动
车违法当事人，要求其接受
不少于 30 分钟的安全交通教
育或参加不少于 20 分钟的交
通体验活动。据了解，目前市
中辖区已有 70 余人参与了体
验活动。 实习生 郝小庆

“今年一季度，拖移违停
车辆共计1661辆，为了配合禁
停工作的开展，方便车辆被
拖后车主能及时查询到相关
信息，济南交警支队开发了

‘济南交警’微信‘拖车查询’
功能。”交警支队宣传处民警
魏纪良介绍，车主只需关注“济

南交警”微信公号，点击“出行

指南”菜单，选择“拖车查询”，
输入车号(为方便用户，默认
鲁A提前预设，非“鲁A”车辆
可自行退格删除默认值，录
入完整车号)，即可查询最近
一次被拖车辆停放地点、日
期和地址，方便车主领回。

另外，“出行指南”中还

有“路况简图”，点击地图上的

诱导屏图标，即可显示交通态
势简图和到关键节点的旅行
时间，解决道路交通态势“红
黄绿”配线图不能直观反映
路段旅行时间的问题，为广
大市民的出行提供便利。

记者 刘一梦

行人、非机动车
违法要举小旗执勤

车辆被拖走
用微信查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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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章停车隐患多
发生事故理赔难

先期 50 条禁停路通行提速 6 . 3%

道路禁停了，车该往哪停

今年济南机动车保有量
或将突破200万辆，停车难与
行车难成为影响城市综合交
通的一对“难兄难弟”，因此引
发的交通事故也不断发生。

“仅今年年初一个多月的时间
里，全市就因违法停车发生道
路交通事故21起，造成1人死
亡、15 人受伤。”济南交警支队
副队长段富勇说。

“这条路禁停之前，两侧
违章停车现象严重，剐蹭、追
尾等道路交通事故时有发
生。”济南市中交警大队杆石
桥中队中队长徐世中举例介
绍，今年2月份就列入禁停名
单的顺河西街，是连接经七
路、经四路和共青团路的一条
重要道路。“禁停之前一到上
下班高峰期，人、车堵在一起，
骑自行车都过不去。假使碰到
急救车辆要通行，连让行的地
方都没有。”家住顺河西街附
近的张女士对此前车辆违停
带来的不便记忆犹新。

“违规停车影响机动车和
非机动车的通行，对道路交通
造成拥堵和安全隐患，并且违
规停车时发生的剐蹭等安全问
题，也没有理赔保障。”《近报》
顾问委员会成员、山东交通学院
副教授崔晓说，惩治违规停车、
设置禁停路段是毋庸置疑的。

早在 2015 年济南就有了
第一批禁停的 15 条道路，2016
年禁停道路扩至 30 条，今年 1
月又增加 20 条，禁停道路扩
至 50 条，处罚也升级，违停车
辆一律罚款 200 元记 3 分。

禁停举措对治堵是否有效
呢？济南交警支队的工作人员
说，50 条道路禁停以来，今年一
季度共抓拍禁停道路上违停违
法行为 8 . 7 万起 ,拖移违停车辆
1661 辆。“通过三个月持续的整
治行动，50 条禁停道路的违法停
车率环比下降 61 . 3%，经十路、旅
游路、明湖西路等禁停道路违停
率降到每公里 3 辆以下，达到国
家道路畅通工程的优秀管理水
平。”济南交警支队交通处处长赵
庆彬说，交通情况得到明显改善。

根据互联网企业公布的第
一季度交通分析报告和交警指
挥中心交通数据可以看出，济南
拥堵道路向东偏移，中心城区道
路拥堵指数与 2016 年基本持平

并有所下降。赵庆彬介绍说，在
交通警情方面，新增禁停道路的
拥堵报警和事故报警数量由
6817 起和 23210 起下降至 3606 起
和 17238 起，环比下降了 47 . 1%
和 25 . 7%；从拥堵延时指数来看，
禁停道路的全天拥堵延时指数
由 1 . 76 下降至 1 . 65，环比下降了
6 . 3% ；而从通行速度上来看，禁
停道路全天平均车速由 23 . 8 公
里/小时提高至 25 . 3 公里/小时，
环比提高了 6 . 3%。

经六路的纬一路至二环西
路段原本违停现象严重，尤其是
营东小学学生上下学时。“禁停
后违停的车少了很多，堵车的情
况也有了明显改善。”营东小学
附近一商户老板说。

□记者 刘一梦

尽管济南交警对违停车辆持
续严格查处，但记者走访发现，目
前仍有部分禁停路段存在车辆违
停的情况。今年 1 月份就列入禁
停道路的纬一路，一直以来都是
违章停车的“重灾区”。禁停工作
开展以来，车辆违停抓拍数据有
4169 条，是市中区内抓拍数最多
的一条路。

8 日，记者来到纬一路，看到
“全线禁停”的指示牌下仍有不少

车辆沿路边停放。记者随机采访
了一位在路边停车的车主刘先
生，他表示知道此路段是禁停路
段，但由于没找到停车场，还是选
择了临时违停，“如果停车不方
便，即便不违规停车，大量车辆在
附近徘徊，可能也会造成拥堵。”

崔晓分析，由于我国经济水平
提高，汽车发展迅猛，而济南地铁
轻轨缺失，公共交通发展不足，到
达率低，因此济南私家车需求量
大，导致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长。
同时，类似“不开就是浪费的”仗车

思维的用车理念十分普
遍。所以禁停之后，“停
车难”变得更加凸显。

对此，交警部门将根据禁停
道路实际情况和市民的刚性停车
需求，在不影响道路畅通的前提
下，在禁停道路上施划限时和特
需停车泊位，并配以标志、标线和
停车区域。“目前已在学校、公厕
等周边施划黄虚线即停即走路段
29 处、在老旧社区周边设置夜间
限时停车泊位 14 处。”赵庆彬说。

在 15 日将要禁停的路段里，
市中区的民生大街列在其中。市
中区交警大队交通科科长刘军告
诉记者，民生大街西侧的山东书

城建有地上地下多个停车场，能
够为在民生大街上临时停放的车
辆提供充足的停车位，目前也已
经与此单位进行协调。“停车问题
还需要根据需求和实际情况慢慢
规划。”刘军说。

济南市治理交通拥堵指挥部
交通治理办公室主任、市交警支
队支队长王宗岩曾表示，要想真
正破解停车难、停车乱问题，仅靠
增建停车场并不够，还需市民出
行方式、出行理念的转变。停车整
治不仅是为了解决停车难、行路
难问题，更是撬动绿色交通的有
效杠杆，最终解决停车、行车“两
难”，实现绿色交通的良性循环。

违停超1分钟就被拍，车上有人也白搭
自 5 月 15 日起，除之前公布

的 3 批共 50 条市区禁停道路外，济
南市继续新增浆水泉路、文化东
路、山师东路等 50 条禁停道路。

“交警部门已经启动了对新
增的 50 条禁停道路的集中整治工
作，完善禁停道路的标志、标线、
违停抓拍设备，去除现有的路内
停车泊位。”赵庆彬说，届时，济南
市的禁停道路达到 100 条，基本覆
盖了全市的交通主次干道。对新
增禁停道路上的违停行为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九十条规定，记 3 分、罚款
200 元。除这 100 条禁停道路外，其
他道路违停将继续适用罚款 100
元、不计分的处罚措施。

交警在前期新建的 156 套自
动抓拍设备的基础上，新增了 70

套机动车违停自动抓拍设备。对
于在禁停路段违停的车辆，在设
有自动抓拍点位的路段，停车时
间超过一分钟，即便是车内有人，
也会被自动抓拍，并将数据第一
时间回传审核，对车主发送及时
移车的提醒短信。而超过 10 分钟
仍未将车辆挪离影响道路畅通
的，一律使用清障车予以拖移。

崔晓认为，在进行道路处罚
过程中，尤其是对于新增的禁停
道路，应给大众一个过渡期，预留
适应的时间和接受的过程。并且
要注意宣传方式和力度，“如果因
为宣传不到位的话，大家在原本
习以为常的停车地点突然遭到处
罚，那就容易激发大众矛盾，另
外，标志标线要施划清晰明确，让
人一目了然，以保证整治效果。”

□记者 刘一梦
实习生 郝小庆

5 月 15 日起，济南市治理
违法停车又放出大招，禁停道
路再增 50 条，加上之前公布
的三批禁停路段，济南市禁停
路段将扩容至 100 条。在这百
条禁停道路上违法停车，一律
按照“罚款 200 元记 3 分”处
罚。不仅如此，新增的 70 套自
动抓拍设备 24 小时在岗，车
辆违停超一分钟就会被抓拍。
如此一来，全方位的禁停风暴
将席卷省城。禁停是否是治堵
的一剂良药？前期已禁停的路
段目前交通情况如何？对此，
记者进行了探访。 88 日日，，济济南南市市中中交交警警大大队队民民警警给给停停在在即即将将禁禁停停道道路路上上的的车车辆辆贴贴禁禁停停““温温馨馨提提示示””。。 实实习习生生 郝郝小小庆庆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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