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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青年报记者昨天从北京市交管局获悉，自即日起到春节前，交管部门将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以治理乱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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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乱行车“两乱”违法为主要内容的交通秩序治理行动。值得注意的是，备受关注的邮政寄递行业交通安全也成为此
次行动重点。未来全市快递三轮车将统一车身颜色，统一标识，每辆车都有方便处罚的专属编码。据了解，1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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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快递三轮车将统一安装标识和编码。

快递三轮将有
“临时身份证”
将统一车身颜色、标识
全市快递三轮车
将统一车身标识
市交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为全面推进交通安
全社会共治，
最大限度消除交通安全隐患，
交管部门
将以规范邮政寄递行业交通安全为突破口，强化邮
政寄递车辆安全，
规范通行秩序，
实施统一管理。针
对市民多次反映的快递车辆问题，全市快递三轮车
将统一车身颜色，统一标识，每辆车有一个专属编
码。
交管部门已经组建了市、区两级邮政寄递业交
通安全委员会，建立行业内部交通管理制度，要求
企业准确登记车辆、驾驶人、从业人员相关信息。
目前已完成对全市邮政寄递企业 25 家总公司、693
家分公司的登记备案工作。
据相关数据显示，去年北京市查处违法燃油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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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车设专属编码作为
“临时身份证”下月初起统一安装

动三轮车 6.1 万起，扣留车辆 4.89 万，拘留 1430
人。一些新兴行业，比如物流快递业，基本上都使
用燃油电动三轮车送货。市交管局副局长李少明
曾透露：
“初步统计和掌握，
大概全市有 15 万辆。
”

编码非正式牌照
下月将统一安装
一方面是非法上路存在隐患，另一方面是快递
等行业对三轮车的需求不减，是否给快递三轮上牌
的问题引发了诸多讨论，甚至相关行业协会也曾发
函请求交管部门对快递三轮车
“网开一面”
。
可以说，快递三轮车是最适合国情的末端派送
交通工具，大约 90%的包裹都由快递电动三轮车派
送。因此，近年来多地开始给快递三轮车“上户
口”。2016年6月，
江苏宿迁市开始对快递三轮车实

施统一管理，
并统一编号、
外观标识及尺寸，
随后济南、
咸阳等地也开始为正规快递车备案并发放
“牌照”
。
不过，各地颁发的快递车“牌照”与交管部门所
发放的正规车辆牌照还是有所区别，北京市交管局
即将给快递三轮车颁发的编码也同样属于“临时身
份证”
，
并非正式牌照。
快递三轮车编码的作用是，方便交管部门在现
场处罚时记录并交由所属公司再进行追查。北青
报记者了解到，12 月 2 日起，快递三轮车将统一安
装相关标识和编码。

快递三轮有国标
正式上牌有难度
快递三轮车之所以难以获得正式身份，在于绝
大多数快递三轮车的生产企业、型号都没有列入国

家工信部发布的《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
名录，
交管部门给车辆上牌的依据正是这个名录。
北青报记者查询工信部官网上公布的名录时，
发现
仅有4个型号的电动正三轮摩托车在列，
且并不是快递
专用三轮车，
而且无法区分这几种车是做客运还是货
运。快递业人士表示，
目前绝大部分快递员所用电动三
轮车的生产企业及产品都不在名录里，
因此无法上牌。
尽管早在 2014 年 9 月 1 日，首部快递专用电
动三轮车行业标准就已正式实施，由国家邮政局审
议通过的《快递专用电动三轮车技术要求》的行业
标准明确了快递三轮车的车型、尺寸和车速等多项
指标。但这个标准并非强制性标准，
快递公司买不买
账尚且不论，
从生产备案到上牌运营等多个环节仍需
多个部门协调。快递三轮是否能上正式牌照，
何时真
正摆脱
“裸奔”
状态尚待时日。
文/本报记者 杨柳

交警换装新风雨衣 配齐防寒
“四件套”
新款警用风雨衣已经配发至一线

此前交警已配发自发热背心、
脚部暖宝和脖套

雨雪之后湿滑的路面上执勤的交警再也不是
我们熟悉的一身黑色雨衣，取而代之的是一身荧光
黄色的风雨衣。昨天北京青年报记者从交管部门
了解到，这款由公安部列装的新款警用风雨衣已经
发到一线民警手中，新款警用风雨衣通体为荧光黄
色，
配有高亮度的反光条，
面料防雨、透气。
北青报记者了解到，新的风雨衣是在上周日晚
上陆续发到一线民警手中的。
“新的风雨衣，很抗风
保暖，而且本身的颜色非常醒目，不用再穿反光背
心。衣服设计也特别人性化，胸前左右两侧都有挂
电台的位置。
”
一位一线民警说。
过去上路执勤遭遇恶劣天气时，交警们都是身
着黑色雨衣，为了安全，外面再套一层反光背心。
“那么套着穿特别不舒服，活动也不太方便。现在
好了，棉制服外面又加了一层保暖的风雨衣，刮风
下雨都不怕了，而且就像一个醒目的荧光灯立在那
儿，
绝对安全。
”
民警说。
近几年来，交管部门不断为一线交警配备“暖
心装备”。早在 2013 年，北京交警各支大队陆续向
一线民警发放冬季执勤的新装备——自发热背心、
脚部暖宝和脖套。其中自发热背心的左侧兜内连
接着充电电池，
实现了在后背部位发热的效果。
此外，针对北京雾霾、沙尘天气频繁出现，对一
线执勤民警身体健康造成危害的情况，市公安局
2013 年为民警统一配发了口罩，
要求在遇有雾霾等
恶劣天气时，一线执勤警力可佩戴口罩上岗执勤。
这是北京警方首次允许身着制式服装(警服)的民警
佩戴口罩。

相关新闻

“不合理”
信号灯将全面调整
为解决交通信号配时不合理、交通标志标线
“看不见、看不清、看不懂”的问题，交管部门将组织
各属地交通支队对辖区内的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
进行全面排查，对不易于观察、容易产生歧义和误
导等方面问题进行集中整改完善。
即日起，交管部门将对全市信号灯配时巡检一
轮 次 ，春 节 前 ，对 存 在 问 题 的 配 时 调 整 率 达 到
100%。排查过程中，
各属地交通支队将根据管界内
信号灯控路口现状，摸清底数和相关信息，进一步
完善电子信息档案。同时，收集梳理路面执勤民
警、
协管员对交通信号灯的调整意见建议。
在此次秩序治理行动中，交管部门为有效解决
交通标志脏污破损、位置不佳、模糊不清等问题，广
泛听取社会各界建议，坚持边查边整，边整边改，确
保交通设施“看得见、看得清、看得懂”。年底前，力
争全市交通设施完好率达到 100%，
展现整洁良好的
城市形象，
提高交通精细化管理水平。
此外，围绕停车秩序严管大街，每周开展集中
整治。针对全市货车交通事故高发点段，对货车违
法开展精准打击，并筛选确定 10 条样板大街、20 处
示范路口，严格落实警力部署，对“两乱”违法落实
“零容忍”，将其治理成为全市通行秩序治理的标
杆，
提升执法震慑。
本组文/本报记者 杨柳

有轨电车西郊线计划明年试运营
阔别京城 51 年后将重现

红叶节期间每小时运能可达 1 万人次

近日，有轨电车西郊线有了最新进展。北京青
年报记者了解到，
作为本市首条当代有轨电车线路，
西郊线计划于明年投入运营。距离 1966 年京城最
后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停驶 51 年后，
这条运能巨大的
全新有轨电车线路将连接起香山、颐和园等著名景
点，
预计高峰单向每小时最大运能可达 1 万人次。

全长 8.8 公里，其中地下线约 1.36 公里，共设巴沟
站、颐和园西门站、玉泉郊野公园站、万安公墓站、
植物园站和香山站等 6 座车站，其中换乘站 2 座，巴
沟站与 10 号线换乘，万安公墓站与远期 L6 号线换
乘。在巴沟设车辆段 1 座。

首条当代有轨电车线路重返京城

从运力上看，西郊线可谓是超牛的“大公交”。
据介绍，西郊线运营车辆所采用的 100%低地板有
轨电车，
车长 32 米，
单车定员 300 人，
可实现两列车
连挂，
预计高峰单向每小时最大运能可达 1 万人次。
公交集团介绍称，西郊线全线采用专用道形
式，为避免行人或车辆误入专用道，宽约 10 米的车
辆行走区间将用路缘石及防护栏进行隔离。运营
模式介于地面公交与轨道交通之间，采用与地铁相
同的票制票价，
乘客刷卡在车上完成。
据市交通委介绍，2016 年年底，西郊线已可部
分满足试运行条件，
计划 2017 年开通试运营。
公交集团西郊线负责人介绍说，特许运营协议
达成后，公交集团将联合轨建公司共同组建现代有

11 月 21 日，北青报记者获悉，北京公交集团联
合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与北京市基
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共同签署了西郊线项目委托
运营协议，
正式取得了西郊线的特许运营权。
这标志着，阔别京城 51 年后，有轨电车终于将
重返京城。此前，北京最后一条有轨电车线路——
5 路于 1966 年 5 月 6 日停驶，结束了有轨电车在京
运营的辉煌历史。
据了解，北京现代有轨电车西郊线是本市首条
当代有轨电车线路，连接了颐和园、香山、玉泉郊野
公园、北坞郊野公园、北京植物园等景点，是一条服
务于海淀香山等地区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线路

“超牛大公交”
计划明年试运营

轨电车运营公司，具体负责西郊线的运营生产和日
常管理等工作。同时，西郊线有轨电车驾驶员的招
聘、选拔与培训工作已同步启动，经严格甄选后，公
交集团计划于近期选派首批 20 名现代有轨电车驾
驶员参加特训学习，待取得技能资质后即投入西郊
线试运营工作。

观光为主每小时最大运力达 10500 人
投入运行后，西郊线将主要服务于西郊地区，
以休闲、旅游观光为特色，兼顾日常通勤。其现代
化流线型车身、宽大的玻璃窗、低噪音等车辆特点
十分适宜旅游观光。
根据预测，未来西郊线平日高峰期最大运能达
3000-4000 人，
双休日 4000-5000 人，
红叶节期间
每小时最多可运送 10500 人。
此外，北青报记者了解到，具体设计上，西郊线
充分考虑到了无障碍出行需求。列车地板距离地
面的高度约 30 厘米，与车站月台完全平齐，方便轮
椅进出。特殊人群使用轮椅或者婴儿车出行，也没
有太大困难。
文/本报记者 刘珜

档案
“失踪”
30 年 前员工获赔 6 万
单位称系员工被除名未及时取走造成

30 年前被单位除名后，陈华的档案也随之消
失，自此，找工作、办理低保、缴纳社会保险、办理退
休等手续纷纷遭遇阻力。直到今年 1 月单位搬家，
消失许久的档案才终于重见天日。近日，密云法院
判决该单位赔偿陈华迟延转出档案损失 6 万元。

原告：
除名后档案消失多项手续遇阻
65 岁的陈华（化名）30 多年前被单位除名，之
后他的档案就“神秘消失”了，多次到单位查找时都
被告知说没有找到。直到今年 1 月份，单位才通知
他说，档案在搬家时找到了。为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
陈华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损失 30 万元。
陈华诉称，
他于 1975 年到某单位工作，
1985 年
7 月被单位除名。除名后单位却没有将他的档案转
出，他多次到单位查找档案均被告知没有找到，直
到 2016 年 1 月 27 日，该单位才通知陈华说档案在
搬家时找到了。因为没有档案，陈华不能找工作、
不能办理低保、无法缴纳社会保险、无法办理退休
手续，
他认为单位存在过错。

法院回应档案不能交由个人

单位：
未及时取走档案造成下落不明
对于起诉，该单位辩称，陈华作为被单位除名
的员工，应该自行提取档案，陈华被除名后，他自己
并没有及时将个人档案取走，才造成档案下落不
明。现档案已找到并交给陈华，因此单位不同意陈
华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陈华于 1975 年到某企业工
作，工作到 1985 年 7 月 13 日时被该企业予以除
名。陈华被除名后其个人档案并未转出，为此陈
华曾到原工作单位查找，但其原单位一直未能找
到。2015 年年底被告企业在搬家过程中，发现了
陈华档案，2016 年 1 月 27 日，该企业将档案交给
陈华。

法院：
用人单位有义务妥善保管档案
法院认为，因用人单位迟延转档或将档案丢
失，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的纠纷，属于劳
动争议案件受理范围。劳动者因其档案丢失而向
用人单位主张赔偿损失的，劳动仲裁委或人民法院

可根据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和受损情况酌情确定赔
偿数额。
本案中，关于陈华档案丢失的问题，某单位作
为陈华的用人单位，对陈华的档案负有妥善保管并
依法移转的法定义务，然而该单位却疏于履行义
务，导致陈华的档案下落不明达 30 年之久，给陈
华造成了相应的经济损失。且根据规定档案不能
交由个人，即便如单位所称，员工被除名的都是自
行提取档案，该单位也属于违反规定。现陈华要
求赔偿因档案丢失造成的损失，符合法律规定，法
院予以支持，但陈华要求的数额过高，具体赔偿数
额本院依据被告过错程度及原告受损情况依法予
以酌定。
最终法院作出判决该单位赔偿陈华损失 6 万
元，但作出判决后，该单位没有依判决履行法定义
务，陈华于是向法院递交了强制执行申请。经法院
执行，执行法官与企业进行了多次沟通，释法明理
和晓以利害，
最终企业如数缴纳款项 6 万元。
文/本报记者 李铁柱

因停车位纠纷起争执
外籍男子道歉后和解
涉事外籍男子已被所属公司免职
11 月 20 日，网曝一外籍男子因停车口角当众
辱骂中国居民，引发网友热议。21 日晚，顺义警方
通报称，双方当事人目前已达成调解协议。当晚，
该男子所在公司发布声明称，此事为个人事件，已
对该男子进行了免职处理。
近日，有网友爆料称，11 月 20 日中午 12 点左
右，在北京顺义中央别墅区发生一起外国公司驻华
高管因停车口角纠纷当众辱骂中国居民的事件。爆
料网友称，
事发当时，
一外籍男子与中国车主因车位
发生争执，
用英文大声说：
“你们中国人都是杂种（狗
娘）养的！
”
爆料者表示，
随后该外籍男子拿出辣椒水
喷雾剂驱散路人，
此间一名中国业主被喷伤眼睛。
事件发生后，引发社会关注。随后，有知情人
士指出，涉事外籍男子为某知名外企高管，纠纷原
因为外籍男子抢占了中国车主的车位。但也有消
息称，事发车位并非该小区正式车位，而是外籍男
子平常停车处，当天被中国车主先行占用，所以两
人才发生争吵。
21 日晚，
该外籍男子所在戴姆勒客车（中国）有
限公司发布声明称，近日，媒体报道的戴姆勒客车
（中国）有限公司某位管理层成员与另一当事人发
生的私人纠纷，完全属于个人事件。相关部门就该
事件的问询已结束，应当事人双方要求，已通过协
商方式私下达成和解。
戴姆勒客车（中国）有限公司在声明中提到，
根据媒体的披露，此次纠纷的性质，尤其是该公
司员工的不当处理方式和言行已经对公众造成
了非常不良的影响，同时与戴姆勒客车（中国）有
限公司企业文化、品牌理念背道而驰，并与公司
所要求的职业经理人身份不符。鉴于上述考虑，
戴姆勒客车（中国）有限公司已立即对该员工进
行了免职处理。
“该员工在此次事件中的行为与戴姆勒所秉承
的‘平等、尊重’的价值观相违背。我们非常遗憾此
次事件引发了极大的关注及争议，谨向公众及社会
致以诚恳的歉意”，声明最后，戴姆勒客车（中国）有
限公司向公众表达了歉意。
据事件中被喷辣椒喷雾的伤者朋友介绍，伤者
被医院诊断为“眼化学烧伤，角膜损伤”。21 日下
午，
伤者朋友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
目前事件中的外
企高管已向伤者道歉，
伤者表示不希望再追究此事。
21 日晚，顺义警方就此事发布通报称，针对 20
日两名男子在顺义一小区因停车位问题引发纠纷
的情况，顺义警方迅速出警处理，并对相关情况进
行了调查。目前，双方当事人依据《治安管理处罚
法》之规定，
已自愿达成调解协议。
文/本报记者 张雅 匡小颖 通讯员 赵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