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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佳）12月5
日8时许，西安西三环漳浒高架桥
上发生一起车祸，一辆面包车与
一辆电动三轮车相撞，致电动车
司机当场死亡。两天来记者在街
头观察发现，电动车走隧道和高
架现象仍时有发生。

12月 5日 10时许,在含光门
下穿隧道口，记者观察了约半个
小时，发现8辆电动车闯入机动车
道，其中两辆车上还载着人。寒
风凛冽中穿行的电动车驾驶员并
未佩戴头盔，车头包着挡风棉
被。虽说是电动车，但其行驶速
度并不低，尤其在进入隧道口的
一瞬间，很多电动车还会突然变
道进入机动车道，导致不少机动
车刹车，险象环生。

记者看到，每个隧道入口和
立交上桥处，都设置了明显的非
机动车禁行标志，但仍有一些人
与机动车并行。而且其驶入隧道
后，一般都会占用右侧车道，导致
后方来车要么跟在其后使整条车
道通行效率下降，要么不得不压
实线违章变道。

而在二环高架桥上，类似情
况并不少。昨天11时30分，在西
二环金光门高架桥，不时能看到
在桥上行驶的电动车，这些电动
车在车流中来回穿行。临近中午
12点，记者看到，一辆人力三轮车
改装的运家具的三轮电动车，不
仅车速快，车上的货物还超高超

宽，其后的机动车，压了一溜。
记者了解到，自 10 月 25 日

起，西安交警对两三轮及四轮电
动车，采取了“史上最严”整治措
施，从事非法营运的一律查扣，
驾驶人一律按上限处罚；驾驶超
标电动车、驾驶资格不相符的驾
驶人，一律行政拘留；鉴定为机
动车的，一律按照机动车违法进
行处理；非法营运的，一律查扣；
营运驾驶人，一律按上限处罚
2000元；无照驾驶的，一律行政
拘留15日。

然而两天来记者采访发现，
很多市民对已经购买的电动车，
并不在意其是否超标，只要未被
交警暂扣，就会继续使用。不少
人在使用过程中依然存在逆行、

穿插、闯红灯等违法情况。
采访中不少市民认为，非机

动车在道路上虽属“弱势”，但不
能因此就“横行霸道”“我行我
素”。

也有市民认为，50 元的处
罚标准太低，不足以对违章行为
起到警示作用，建议交警部门加
大处罚力度，希望西安交警结合
《西安市文明促进条例》，并借鉴
上海、成都等外地一些城市的经
验,尽快出台地方性法规，加强
对非机动车的管理，对不遵守交
规，擅入隧道、高架桥的非机动
车，除经济处罚外，还可视情节
予以行政拘留或追究其法律责
任，切实杜绝此类悲剧再度
上演。

本报讯（杨波 记者 李佳）昨
天，西安交警对近期市民举报的6
起在行驶过程中“车窗抛物”交通
违法车辆进行曝光，同时启动“车
窗抛物”专项整治行动，即日起车
窗抛物，一经发现或被举报，将对
当事人处罚200元。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车
窗抛物死亡400人左右，也就是说，
平均每天就会有一人因车窗抛物死
于非命。而由其引发的事故也不在
少数，环卫工人更是屡屡受到伤害。

那么车窗抛物杀伤力到底有多
大？曾经有人做过一个实验，一个50
克重的空矿泉水瓶，在100公里的高速
状态下，可将钢化玻璃砸碎。在高速行
驶下，一个小小的车窗抛物如同一颗
炸弹。但有些人对此却无所顾忌，想
扔就扔，一是因为交警难以发现，绝
大多数在高速公路上的抛物行为都
没有受到惩处，让人形成侥幸心理；二
是因为惩处力度太轻，现行法律的惩处

不足以让违法者付出应有的代价。
记者昨天从西安交警部门了

解到，从即日起，西安交警将对车
窗抛物开展专项整治，通过电子监
控抓拍、交警现场执法以及网络举
报等方式，加大整治力度。市民在
出行中发现有人车窗抛物，可拍下
视频或照片上传西安交警微信订
阅号进行举报。一经核实，将对当
事人处以200元罚款。因为车窗抛
物造成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将追
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

交警部门表示，从法律的角度
说，随意抛物其实是一种故意行
为，明知会产生严重后果而放任严
重后果的发生，如果致人重伤或死
亡，可能会涉及交通肇事罪，将被
追究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115条第一款规定：以危险
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
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10年以上有
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电动车“我行我素”

走隧道上高架险象环生
西安交警即日起严查车窗抛物
一经发现罚款200元

■陕A3×2J7白色面包车
副驾驶乘客从车内扔下一

团纸
拍摄时间：11 月 24 日 13

时许
■陕AV×168蓝色私家车
副驾驶乘客从车内扔出一个

烟盒
拍摄时间：11 月 23 日 15

时许
■陕AK×0W5白色私家车
司机从车内扔出一个饮料瓶

拍摄时间：11月19日9时许
■陕A1×HR7白色私家车
司机从车内扔下一团纸
拍摄时间：11月19日10时许
■陕AE×C15白色私家车
司机将矿泉水瓶从车窗抛至

绿化带
拍摄时间：11月7日7时许
■陕AU×677出租车
司机在停车等候时向车窗外

扔瓜子壳
拍摄时间：11月3日14时许

交警曝光6起不文明行为

电动车穿行隧道 本报记者陈飞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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