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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配备备儿儿童童安安全全座座椅椅入入法法  家家长长安安全全意意识识仍仍待待提提高高

距离全面普及安全座椅还有多远

□ 本报记者  赵晨熙

　　看到趴在地上已不省人事的孩子，孩子的母亲直

接晕倒在地……

　　时间往前回拨几十秒，一辆红色轿车在路口左转时，

被一辆直行的面包车撞到车辆尾部，碰撞导致红色轿车

的左后车门在惯性下打开，一名小女孩从车内被狠狠甩

到了路面……这是3月1日在浙江温州永嘉县发生的一起

车祸，监控视频记录下了这令人痛心的一幕。在这起事故

中，如果孩子当时坐在安全座椅上，悲剧或许可以避免。

　　如今，带着儿童开车出行不配备儿童安全座椅将

触犯法律。

　　6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将安全座

椅的相关规定纳入其中，第十八条明确规定，未成年人的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采取配备儿童安全座椅、教育

未成年人遵守交通规则等措施，防止未成年人受到交通

事故的伤害”，这是儿童安全座椅首次纳入全国性立法。

　　“将儿童安全座椅纳入国家立法中，体现了国家对儿

童出行安全的重视，不仅能够提高家长的安全意识，也为

执法检查提供了法律基础。”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

俊海注意到，法律中未对不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制定具体

的惩罚措施，这可能会在实际执行中“打折扣”。他在接受

《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提出，应考虑制定更加明确的规

定和细则，进一步从法律责任上对这种行为进行规制。

家长对安全座椅重要性认识不足

　　“开车出行是否会让孩子乘坐儿童安全座椅？”就

这一问题，《法治日报》记者随机采访了6位北京市民，

其中3位市民表示会让孩子乘坐安全座椅；2位市民称，

因“孩子不习惯坐”，车内并未配备安全座椅；还有一位

市民表示车内安装了安全座椅，但有时孩子哭闹也会

选择由家长抱着乘车。

　　然而，在一些家长看来“可有可无”的儿童安全座

椅，却是儿童交通安全的“救命椅”。

　　根据《中国儿童道路交通安全蓝皮书2018》数据显

示，发生车祸时，汽车内未安装儿童安全座椅情况下儿

童交通事故的死亡率是安装了儿童安全座椅的8倍。

　　原国家质检总局的一项统计数据也显示，当车体

遭受突然撞击时，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得儿童

车祸伤亡率降低70%以上；1到4岁儿童的死亡率降低

54%以上；4到7岁儿童的死亡率降低59%以上。

　　对于儿童安全座椅的保护原理，公安部道路交通安

全研究中心机动车辆安全研究室主任周文辉称，乘车发

生碰撞的瞬间，儿童受伤的部位可能是头部、颈部这些比

较脆弱的部位，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以很好地把冲击力

分散到人的腰部、腿部等能承受很大冲击力的部位上。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18年道路安全全球现状报

告》显示，在欧美国家，儿童安全座椅的使用率已达90%

以上，但《中国儿童道路交通安全蓝皮书2019》统计的数

据则显示，我国儿童安全座椅后排使用率仅为27%，很

多家长仍习惯抱着孩子坐在后排或者直接给孩子使用

成人安全带。

　　“这其实是很危险的做法。”汽车工程师马令晨介

绍说，实验表明，当汽车以每小时48公里的车速行驶时，

碰撞会使7公斤的幼儿产生275公斤向前冲击的力量，孩

子会像子弹一样飞出去，成年人根本无法控制。而车用

安全带是按照成人的身高体型设计的，并不适合儿童，

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会勒伤儿童胸部和颈部，严重的

甚至会导致儿童瞬间窒息死亡。因此，只有儿童安全座

椅才是最安全的选择。

多地将安全座椅写入地方性法规

　　据统计，目前世界上已有9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台了

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的法律法规。如今，中国也加入

其中。《法治日报》记者注意到，在此次儿童安全座椅被

写入未成年人保护法之前，已有一些地方就儿童安全

座椅作出相关规定。

　　2014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

例》第七条规定，携带未满4周岁的未成年人乘坐家庭

乘用车，应当配备并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2017年3月

25日起施行的《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再次重申了

驾驶家庭乘用车携带未满4周岁的未成年人时，应配备

并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的规定。

　　上海市的这两部条例具有典型性，记者梳理后发

现，当前各地针对儿童安全座椅的规定均见于未成年

人保护条例或道路交通管理类法规中。

　　2014年8月1日起施行的修订后的《山东省高速公

路交通安全条例》新增了未满4周岁的未成年人乘坐

家庭乘用车，应当为其配备并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的规定。

　　2015年1月1日起施行的《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

全违法行为处罚条例》规定，4周岁以下儿童乘坐小型、

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应当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儿童

安全座椅。

　　2015年底修订的《杭州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也增加了“4周岁以下或者身高低于1米的儿童乘坐小型

轿车时，应当配备并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的规定。

　　2016年1月1日起施行的《海南省未成年人保护条

例》、2016年5月1日起施行的《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条

例》和2018年2月1日起施行的《武汉市未成年人保护条

例》均规定，携带未满4周岁的未成年人乘坐家庭乘用

车的，应当配备并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值得一提的是，福建省近日对儿童安全座椅进行

了专门立法。5月27日，福建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了《福建省儿童乘坐机动车使用安

全座椅的规定》，将于2022年1月1日起施行。

　　《规定》除了明确父母等监护人或者其他成年亲友

携带不满4周岁儿童驾驶或者乘坐小型、微型载客汽

车，应当在车辆后排规范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外，还要

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将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纳入机动车驾驶证考试内容，加强宣传和检查。

缺少处罚标准执法效果打折扣

　　尽管不少地方针对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出台了规

定，但只有深圳市明确了未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将被处

以300元罚款的处罚标准，其余法规中均未明确具体的

惩处措施，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也未对不使用儿

童安全座椅的行为规定明确的惩处措施。

　　在刘俊海看来，多部立法中均未作出明确的惩处

规定，可能是考虑到使用儿童安全座椅还是应以宣传

教育为主，惩罚并不是最终目的。将儿童安全座椅纳入

立法中，是为了进一步提高家长的安全意识，保障儿童

安全座椅的普及和使用。

　　不过，刘俊海指出，没有相应的处罚标准，会使得

执法效果大打折扣，交警即使在检查中发现家长未给

孩子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也只能对家长进行倡导教育，

恐难以起到强制作用。

　　刘俊海建议进一步明确规定监护人、其他家庭成

员、驾驶人员携带儿童时，未能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将要面临的法律责任。

　　“孩子有没有坐安全座椅，感觉警察也不好查，总

不能停车挨个检查吧。”在采访中，一位家长的话似乎

道出了一部分家长的“侥幸心理”。

　　对此，北京市丰台区交警孔阳直言，对于儿童安全座

椅的检查确实很难像检查酒驾那样有力度，一方面，并不

是所有车辆中都有孩子乘坐；另一方面，没有让儿童乘坐

安全座椅的后果也不像酒驾后果那么严重，即便发现，最

多也就是批评教育，因此设卡检查并不现实。至少在他的

印象中，还没有开展过针对儿童安全座椅的专项检查。

　　“给孩子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和喝酒不开车是一样

的道理，并不是为了去应对和躲避交警的检查，而是在

为自己和孩子的生命安全负责。”孔阳希望所有带孩子

出行的家长都能够牢记这一点，自觉使用儿童安全座

椅，不要心存侥幸。

　　刘俊海认为，可以借由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施行的契机，由交警部门在一些幼儿园门前检查接送

孩子的车辆，看是否配备了安全座椅，通过宣传和检查

双管齐下来改变人们的观念和习惯。

立法眼

  北京车展上展示的儿童安全座椅。                                       CFP供图  

□ 本报记者　　    蒲晓磊

□ 本报实习生　 杜肖晗

　　今年9月，重庆将投入使用“智慧电梯”系统，给电

梯装上“大脑”。这一系统可以实现对电梯状态的不间

断自动监测、事故预警与数据追溯，使电梯更加安全

和智慧。

　　值得注意的是，已有一些地方把智慧电梯系统写

入地方性法规。例如，《淮安市住宅电梯安全条例》要

求，新安装的住宅电梯应当具备运行参数采集、信息网

络传输、自动报警、实时通话等功能和视频监控系统。

　　近年来，为减少电梯安全事故的发生，黑龙江、福

建、辽宁、贵州等地通过立法修法的方式，从电梯的生

产与经营、使用管理、维护保养、检验与安全评估、监

管与服务、应急救援、法律责任等方面，对电梯的安全

管理问题进行规范。

　　多位业内人士近日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建

议，在总结地方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对特种设备安全法

中的相关规定进行完善，对电梯的产品质量、相关主体

责任等内容进行明确规定，为应对电梯总量剧增、电

梯事故多发、电梯故障投诉率增高等问题提供有力法

治保障，让电梯这一日用设施不再成为险情高发地。

电梯事故呈现多发态势

　　被困、冲顶、坠落……近日多地出现电梯故障、事

故，让电梯安全的话题再度进入公众视野。

　　5月3日晚，福建福州蓝湾雅境小区一名13岁男孩

因电梯故障发生意外。5月23日晚，广东省湛江市赤坎

区安康金海湾二期小区发生一起电梯安全事故，电梯

从1楼加速撞向30层顶楼，致1人不幸身亡。

　　多起电梯安全事故，让刘风原已经不敢乘坐小区

里那部坏过多次的电梯了。家住河北省邯郸市理想城

小区的刘风原，有过3次被困在电梯里的经历。有一次

电梯从三层坠到了负一层，电梯里的呼救键根本不管

用，没有带手机的他只好使劲拍打电梯门，这才引来

其他居民帮忙打电话救援。

　　“我们这栋楼的电梯经常坏，也经常有人被困，每

次都是修完接着坏，我家5岁的孩子也被困在里面过。

尤其是从新闻里看到前段时间发生的电梯安全事故，

我们现在都不敢坐那部电梯了。”刘风原说。

　　目前，我国电梯保有量、年销售量都居世界首位，

电梯事故呈现多发态势。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

《关于2020年全国特种设备安全状况的通告》显示，截

至2020年底，全国电梯数量786.55万台。2020年，全国共

发生电梯事故25起、死亡19人。

　　全国政协委员、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黄廉

熙直言，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经成为电梯生产和销

售大国。但从用户客观体验的角度看，电梯行业存在

品质有待提升、电梯生产企业维保比重不高、产品质

量责任不落实等问题。

多地立法保障乘梯安全

　　面对电梯逐年快速增长带来的诸多问题，全国

多地出台专门立法进行规范。据记者不完全统计，

目前针对电梯安全进行立法的省（区、市）、设区的

市共有46个。

　　这些地方性法规尽管在章节数量上有所不同，但

基本都涵盖了生产和经营、使用、维护保养、检验和检

测、监督管理、应急处置、法律责任等内容。

　　尤其是在强化主体责任落实方面，各地都作了较

为明确的规定。

　　《辽宁省电梯安全管理条例》要求，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和其他负有电梯安全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制定

电梯安全监督检查计划和相关措施，按其职责分工依

法对电梯安全进行定期检查或者抽查，对检查出的违

法、违规问题和事故隐患，及时提出整改、处理意见，

并进行整改监督；重大违法、违规问题和严重事故隐

患，应依法立即采取强制措施并向本级政府和上级监

督管理部门报告。

　　《黑龙江省电梯安全条例》规定，电梯维护保养单

位违反本条例规定，未设立24小时值班电话，在接到

故障通知后未及时予以排除的，或者在接到电梯困人

故障报告后，维保人员未按规定时限到达现场实施救

援的，处2万元罚款。

　　今年4月，江苏省南京市对施行近10年的《南京市

电梯安全条例》进行修订，旨在厘清制造企业、业委

会、使用单位和维保单位四方面责任，破解电梯安全

涉及链条长、主体多难题。

　　“电梯安全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的人身安全。应将

电梯视为大众公共运载工具，归位到大众公共产品

的定位上去。通过立法的方式，明确该产业的主管部

门，引导、指导、管理、规范生产企业抓好电梯产品的

质量保证体系建设，从源头上保证电梯产品质量。”

黄廉熙说。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李志强

认为，监管方式要从部门监管向多元共治转变。电梯

安全是社会管理的一部分，涉及多个责任主体和多部

门职能，需要明确电梯从选型采购直至报废更新的全

生命周期各环节、各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和义务，

需要建立各地政府负监管主责，质检、安监、住建、财

政、保监等多部门齐抓共管、协调联动的监管新机制。

推动智慧电梯系统建设

　　自2014年1月1日起施行的特种设备安全法，对包

括电梯在内的几类特种设备提出了安全监察的总体

要求，为电梯安全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认为，不同于压

力管道、起重机械等其他几类特种设备，电梯作为与

人民群众生活最为密切的一类特种设备，其在安全要

求、监管方式、应急处置等方面有着较大差异，需要专

门作出规定来进行规范，保障其安全使用。

　　“近年来，我国电梯总量剧增，电梯安全事故频

发，电梯安全问题显得愈发重要。目前，多地通过立法

的方式回应了人们的需求，建议对这些地方立法经验

进行总结，同时找出电梯安全事故发生的原因和应对

方法，进而对特种设备安全法进行完善，实现对电梯

安全隐患问题的源头治理。”刘俊海说。

　　刘俊海认为，特种设备安全法已施行7年多，随着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建议将人工智能、

大数据、物联网等先进技术引入电梯安全管理中，通过

立法，明确建立更加智能的电梯预警与报警机制。

　　记者注意到，一些地方立法明确提出建立智慧电

梯系统。《杭州市电梯安全管理条例》提出，要推广使

用智慧电梯系统，及时发现电梯安全事故隐患，并根

据记录数据对电梯运行状况进行综合评价，提高电梯

安全管理水平。《蚌埠市电梯安全管理条例》要求，推

动智慧电梯系统建设，逐步建立具有运行参数采集、

网络远程传输、一键报警、智慧救援、动态监管等功能

的智慧电梯系统。

　　黄廉熙说，通过立法的方式，加强大数据、物联网

等信息化技术应用，使电梯设备形成智能化终端，破

解电梯安全难题。

制图/李晓军  

电梯安全事故时有发生 多地立法推广智慧电梯系统

装上“智慧大脑”避免电梯惊魂
　　6月30日，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小

玫主持召开联系代表座谈会，听取部分上

海市人大代表对上海市“一府一委两院”

工作、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工作、人民群

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等方面

的意见和建议。

　　座谈会上，代表们畅所欲言。朱洪明代

表说，要加强城市安全管理，清理安全隐患，

例如加大对租赁住房的管理，解决人民群众

的实际问题。杨惠根代表提出，多层住宅安

装了电梯以后，应有后续的相关配套政策，

解决如电梯维护等问题。徐廉芳代表认为，

滨江路段的后续管理问题同样要受到重视。

臧志军代表说，一些道路交通的“老问题”要

解决好，比如助动车“乱飞”、人行道乱停车

等。蔡宁代表建议进一步完善流动人员的人

事档案管理。赵爱华代表和顾立军代表认

为，垃圾分类的宣传力度不能放松。赵爱华

提出要提高居民自觉进行垃圾分类的意识，

降低对“二次分类”的依赖性。顾立军说，垃

圾分类还应加快源头减量，加强公共场所垃

圾分类的管理工作，鼓励行人把垃圾带回家

分类投放。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召开联系代表座谈会

聚焦群众普遍关心问题

　　近日，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元春赴九龙坡

区，督办《关于完善长江流域退捕渔民养老保险政策

的建议》。

　　在召开的座谈会上，重庆市人大代表徐金威首

先汇报了建议提出背景、主要内容和办理情况。重

庆市人力社保局、市财政局以及市农业农村委

等相关单位先后汇报了建议办理及有关情况。

　　据承办单位介绍，前期与徐金威代表经

多次沟通、协商，拟定了办理方案。目前，

出台了《关于做好长江流域退捕渔民参

加基本养老保险相关工作的通知》，印发了做好长江流域退

捕渔民养老保险缴费补贴经办工作具体办法。据统计，全市

建档立卡符合条件退捕渔民已全部参保，实现了应保尽保。

截至5月底，符合享受退捕渔民参保补贴人员的参保补贴已

发放到位。对此，徐金威认为，重庆市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

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承办单位态度诚恳认真、工作务求实

效，对建议落实情况表示满意。

　　“兑现比承诺更重要！”陈元春表示，该建议站位高、选

题准，立足于推动政策落实，提出问题一针见血，阐述对策

明白清楚；承办单位高度重视办理工作，各司其责、充分协

商，把建议转化为务实举措，现已取得阶段性成效。接下来，

要持续跟踪建议办理情况，做好政策的宣传解释工作，强化

横纵向沟通及信息衔接，切实抓好兑现承诺工作，确保打通

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

本报记者 张红兵 整理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督办民生建议

把建议转化成为民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