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 % 月 # 日星期四

!"#

责任编辑 王佳佳!版式设计 张革

&"$'&#( 版

电动车加装遮阳篷 交警今起集中整治
除了强制拆除还要罚款 !" 元
记者 蒋大伟

得到店老板允许后，我骑了一辆电动车在上
塘路上走了一圈，然后又换了一辆装上遮阳篷的
电动车，一骑上去就觉得龙头重了不少，双手稍不
扶牢，
方向就会打偏。
骑行时，因为遮阳篷后方的高度低于我视平
线的高度，所以电动车后侧的情况，从反光镜里什
么也看不到。
另外，昨天下午下了一场雷阵雨，还伴着阵
风，感觉骑着装了遮阳篷的电动车高速行驶时，遇
到横风，车辆就特别不好控制。

通讯员 杭交宣

本报讯 你有没有发现，今年杭州街头电动
车上装遮阳篷的特别多？
昨天下午，站在上塘路边，每隔几分钟就能
看到几辆头顶装着遮阳篷的电动车，速度很快地
开过，骑自行车的或是行人，远远看到，马上闪
躲，生怕被长方形的遮阳篷刮到。
为确保电动车行驶安全，今起，杭州交警部
门将对电动车擅自安装违法行为进行集中整治，
重点查处违法加装遮阳篷和座位的电动车。
今起到 ! 月 "# 日是宣传教育期，路面执勤
的交警将对违法上路的电动车进行批评教育。!
月 "# 日开始，交警发现电动自行车有擅自加装
遮阳篷行为，将根据《杭州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条例》第 "$ 条规定，强制拆除并收缴非法装置，
处以罚款 %# 元。

电动车擅自加装危害究竟有多大？
今天交警做实验

记者体验加装遮阳篷的电动车
转弯难了视线差了
这些电动车上的遮阳篷是从哪里来的？
昨天下午，我来到上塘路德胜路南侧的几家
电动车专卖店铺，这里卖的电动车主要分两种，
一种是最普通的电动车，另一种是“小龟龟”
，也
叫电摩，和普通电动车比，电摩的速度更快，续航
更久，有些电摩能够达到时速 %# 公里以上，价格
也比普通电动车要贵。
问了几家店老板，电动车上能不能装个遮
阳篷？几乎每家店都说可以，其中一家店的老板
还说，最近装遮阳篷的人很多，每天他要安装 &#
多个，每顶 '# 块，包括固定在电动车上的不锈
钢支架。
问老板，加装遮阳篷后，会不会影响电动车
的性能，老板笑着说，
“影响嘛总有点的！”
一旁正在安装遮阳篷的一位大伯说，最近天
太热，晒着太阳骑车吃不消，何况他每天都要接
孙子，不能让孩子在火辣辣的太阳下晒着。
拿起一套准备安装在电动车上的遮阳篷掂
了掂，支架和伞布大约两三斤重，外包装上没有
标注生产厂家，伞柄用的是不锈钢材料，用螺丝
螺帽固定在电动车上。

延安路，
装了遮阳篷的电动车。

记者 许康平 摄

- 月 ,# 日，央视新闻频道有一则关于电动车
加装遮阳篷的报道，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
报道中说，山东淄博因为天气炎热，不少市民
在自己的电动车车顶上安装了一把固定式的遮阳
伞，这种可以遮风挡雨的装置，看起来很便民，其
实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
央视报道中提到了一起交通事故案例，视频
中，一辆安装了遮阳篷的电动车在十字路口突然
左转，
撞上了一辆直行的汽车，接着电动车司机因
为撞击力飞出好几米远，经过交警的事故调查，原
来电动车上的遮阳篷阻挡了司机的视线。
类似的案例，杭州也有发生。
今年 ' 月 &' 日早上 ! 点多，一辆出租车由南
向北行驶至延安路邮电路口时，与一辆机动车发
生碰撞，电动车司机唐女士受伤。
交警调查事故后发现，唐女士的电动车因为
装了固定式的遮阳篷，
使电动车的转向非常笨拙，
并且在出事前，因为遮阳篷挡住视线，唐女士并没
有看到路上行驶的出租车。
湖北卫视的媒体做过一个实验，他们分别骑
着安装遮阳篷和没安装的电动车绕桩，普通电动
车绕桩时间是 "& 秒，安装遮阳篷后绕桩时间是
"! 秒，在有风的状态下，安装了遮阳篷的电动车
更难保持平衡。
电动车擅自加装危害究竟有多大？
今天，杭州交警进行综合实验，测试电动车加
装遮阳篷后，
在雨天、大风天以及复杂路况等条件
下的安全性。

杭州温顺大型犬有望“解禁”
？
市城管委：
《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准备修订 还在调研 短期不会调整
记者 周丹红

通讯员 李敏吉

为什么修改《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
从城管委直属大队、市容处了解到，最主要
的原因，是现行规定已不切合杭州养狗的实际
情况。
《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 是 "**' 年 " 月 " 日
施行的，后经 "**- 年、&##" 年、
&##$ 年 , 次修正。
也就是说，现行的《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距离上
一次修正已经有 * 年。
去年 "& 月 "- 日，杭州市人大官方网站发布
了对修改 《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 调查结果的说
明。
在讲到修改《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的必要性
时，
其中说——
—
《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制定较早，其间虽经
, 次修改，但总因是在“限养”的立法原则指导下
进行的，不少规定已不适应当前城市发展的需求，
尤其是城市犬类管理发展的要求。规定中的有些
条款要求已不切合实际情况，如准养犬的品种、
遛
犬时间；有的管理指标过高，
如高额的管理收费和
违法罚款，导致养犬不审批、扣犬便遗弃，无证犬
数量庞大，
底数不清。

本报讯 最近，一条关于养狗的消息传得沸
沸扬扬：杭州将对犬只管理办法进行修改，考虑
给“金毛”等性情温顺、伤人几率小的大型犬发
放犬证；将一些体型虽小，但是性情暴躁、频频
伤人的犬种列为禁养犬。
杭州真的要对温顺大型犬解禁了吗？
昨天，杭州市城管委法规处负责人明确表
态：
“杭州的确在考虑修正 《杭州市限制养犬规
定》，但必须要平衡多方面的意见，既要考虑养
狗市民的需求，也要考虑那些不养狗、甚至怕狗
的市民的意见。
“像金毛这种被大家普遍认为性情温顺的
大型犬，
也曾发生过伤人事件，去年媒体就有相
关报道。修正前，还要对诸如大型犬是否解禁之
类的条款做更深入的调研。
“因此，新规定出台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
快，
《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 短期内不会调整。
对大型犬的管理，
依旧按照《杭州市限制养犬规
定》执行。”
据了解，目前杭州有证的狗狗有 "(' 万多
只。今年 ")' 月，市城管委接到的违法养犬投 哪里能养？啥时可遛狗？
诉有 "%#! 件，占执法类投诉总量的 *(&&+，同
那么，限制养犬规定准备怎么改、改哪些方
比去年 "$$, 件上升 $(%+。
面？
“关于养犬的投诉主要有两类，一是散
去年 - 月，市城管委市容中心曾联合城管委
放 遛 狗 ，就 是 没 有 牵 狗 绳 ；另 一 类 就 是 狗 粪 法规处，组织了一次对修订养犬管理法规的研讨
便没有清理，这个更加难管。”杭州市城管委 会。
直属大队副大队长楼文晓说，其实狗的问题
研讨会上，
与会专家就养犬管理原则、准养犬
都是人的问题，文明养狗就不会有这么多投 品种、
遛狗时间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逐条对原
诉了。
《规定》提出了修订意见。

关于养犬区域的划分——
—
专家认为，
现在城市大了，
原来属于一般限养
区的城郊接合部人流越来越密集，建议划入重点
限养区。
市人大的这份调查中也提到：
“市区区域早已
扩大，城区（或市区）、城郊接合部、农村的具体定
位已不易分清，
因此取消限养区域势在必行。据卫
生防疫部门反映，近几年市区的农家犬伤人事件
时有发生，我市狂犬病发生主要也在农村，为此，
不分市区居民或是农村居民，均须规范养犬行为，
只能在某些方面作些区别，
如遛犬时间、场所等。”
关于准养犬品种——
—
人大在调查中建议：
“虽然犬是不是具有攻击
性，或伤不伤人，并不完全以体型大小论定，但大
型犬类总给人一种恐惧感。烈性犬不论大小，
都应
禁养，性情温顺的大型犬也要有体型限制，由专门
部门审定确定，
列出名录。”
关于遛狗时间——
—
研讨会上，专家建议按季节不同来划分不同
的遛狗时间。
市人大的调查中说：
“目前规定犬只出遛时间
定在 "* 时至次日 - 时且不分季节，
普遍反映不甚
合理，特别是早春、
深秋、
冬天，这个时间段还是难
见阳光。而遛犬是否影响环境、妨害他人，关键在
于养犬人的自律意识，如套绳圈、
清理粪便。因此
遛犬在时间上能按季节分别做出规定，并对遛犬
的要求也做出具体规定。”
关于遛狗场所——
—
有人提出露天广场、街心公园等场所能否允
许狗狗进入，
不过必须在规定的遛狗时间内。
市人大调查后认为：
“规定遛犬场所为城市道

路（人行道）、小区道路比较合适，公共绿地、公园
绿地应禁止遛犬，这是保护城市环境的需要，也是
保证市民游园休闲的需要。”
调查中，人大还建议加强对宠物诊疗、美容护
理的规范化管理。“随着养犬需求多元化，本市城
区的宠物诊疗、美容护理一类机构相应地发展很
快，目前已近 -# 家，还会不断增加。”
另外，还对罚则的设定提出建议。“要实事求
是，高了，养犬人感到认罚还不如重新买划算；低
了，又起不到惩戒作用。要有利于法规的有效实
施，管理费用应适当降低，违法处罚一般也不能过
高。但对犬只伤人处罚力度必须提高，造成严重后
果的，不仅要经济赔偿，还应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什么时候能改？要看调研结果而定
今年，修订《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被列为杭
州市人大立法调研项目。
市城管委法规处工作人员表示，在进入立法
程序之前必须有充分的调研，他们会在今年九十
月向市人大提交一份调研报告。调研要解决修改
这个规定是否可行、可行的话应该怎么改、市民以
及各基层管理部门有什么意见等问题，调研结果
涉及养犬的准入条件、诊疗、
饲养、行为规范、规范
要求等。
调研工作完成后，才有下一步进入市人大立
法程序的可能性。再接下来，还需要经过从主管部
门起草到市人大审议、省人大批准等一系列完整
的立法程序，最后才能进入实施阶段。
“不是今年在调研了，明年就一定可以立法调
整的。”
市城管委法规处负责人说，
具体要看多方
面的调研结果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