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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实施将满月，首张罚单开出，但记者走访中发现——

楼内“违停”电动车难题仍待解

■本版文并摄本报记者张清

8月1日，《高层民用建筑消
防安全管理规定》正式实施，新
增消防行政处罚：在高层民用建
筑的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
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
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拒不改正
等行为，最高可能面临10000元
罚款。

8月 6日，河西区消防救援
支队开出了新规实施以来的全
区首张罚单。被处罚人是在天
津湾写字楼上班的李海（化名）。

在接到消防部门开具的罚
单前，李海（化名）只知道路边违
法停放汽车，要罚款200元。让
他没想到的是，在其工作的写字

楼通道出口违规停放电动自行
车支付的罚金竟是路边违停汽
车的3倍，即600元。
8 月 3 日，河西区消防救

援支队防火监督一处监督员
于子淇和刘可望对天津湾写
字楼例行消防安全检查，李海
违规停放的电动自行车是检
查人员在写字楼5楼通道出口
处发现的。
“当时协同检查的还有该

写字楼的物业负责人，现场向
李海下达执法书后，要求立即
限期整改。”于子淇说，事后，相
关物业负责人及时告知了车主
整改要求，然而，8月 6日复查

时发现，高层通道出口，电动自
行车违规停放的行为仍然存
在。依据8月1日实施的新规，
河西区消防救援支队开出了全
区首张相关罚单——违规停放
电动自行车车主李海被处以
600元行政处罚。
“真有这么大隐患吗？”李海

起初并不太情愿接受处罚，他想
不明白为何在高层的通道出口
处停放一下电动自行车还要被
处罚？不过，在检查人员向其宣
讲相关消防安全规定以及类似
的违规行为可能造成的严重后
果后，他改变了认识，心甘情愿
地接受了处罚。

高层建筑以高容积、占地少
等优点，在我国得到广泛推广，城
市中各类高层建筑拔地而起，成
为人们生活的集结地。据不完全
统计，全国目前已有75.6万幢高
层民用建筑，随之而来的消防安
全问题日益突出。
“新规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

台的，旨在进一步加强高层民用建
筑消防安全管理，预防火灾和减少
火灾危害。”日前，针对新规中涉电
动自行车的热点问题，市消防救援
总队相关工作人员作了解读。

关键词1：处罚
8月1日实施的新规中，提及

了7类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违
法行为，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或
充电是其中之一。依据规定，此

类违法行为一经查处，限期责令
整改的同时，非经营单位和个人
面临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
款；经营性单位和个人则面临
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关键词2：场所
新规中，特别对高层民用建

筑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提
出具体要求：鼓励在高层住宅小
区内设置电动自行车集中存放和
充电场所。

要求电动自行车存放和充电
场所一般应当独立设置，并与高层
民用建筑保持安全距离；确需设置
在高层民用建筑内的，要与该建筑
的其他部分进行防火分隔。电动
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应当配备必
要的消防器材，充电设施应当具备

充满自动断电功能。

关键词3：责任
新规中明确了对电动自行车

违规停放、充电行为，业主、使用
人及物业服务企业应尽的义务。

业主、使用人都有维护消防
安全的义务，当发现在高层民用
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
间、安全出口等处停放电动自行
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的违规
行为时，应当及时劝阻，或者向物
业服务企业反映。

物业服务企业要认真开展防
火巡查、检查，对业主反映和防火
巡查、检查发现的上述违规行为
应当予以制止；制止无效的，及
时报告消防救援机构等有关行
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针对8月1日实施的新规，
连日来，记者对我市部分高层住
宅建筑涉电动自行车存放和充电
问题进行了走访调查，调查对象
中有入住十几年的老楼，也有“楼
龄”在10年以下5年以上的次新
楼，还有入住不足5年的新楼。
调查结果喜忧参半。

现场 1：电动自行车停
楼道，提示牌形同虚设
位于新开路华龙道交口的万

春美钻大厦，是一座近30层的高
层住宅。自2007年入住以来，已
有14个年头。8月11日20时，记
者走访发现，仅该楼一楼楼道内就
停放了5辆大大小小的电动自行
车，电梯口墙壁处张贴的“禁止电
动自行车入楼内（户内），禁止在楼
内为电动自行车电池充电，一旦发
生火灾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相关法
律责任”的提示牌形同虚设。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主告

诉记者，楼道内有不少电动自行
车停放，充电时就从家里“飞”出
一根电线，直接在楼道里充，“大
家都知道不安全，但碍于邻里间
的‘面子’，谁也没有劝阻过。”
事后，记者将此情况向物业

管理人员进行了反映。一位女工
作人员表示，物业曾劝阻过将电
动自行车停放进楼道的车主，“但
人家不听也没办法”。其实，万春
花园小区很早就设置了电动车存
车库，只存车不充电30元/月，停
车充电50元/月。
既然有停车库，为何还要将

车停入楼道呢？记者随机采访了
几位电动车主，他们道出了“苦
衷”：“万春美钻大厦并不在万春
花园小区内，而电动车存车棚设
在万春花园12号楼附近，存个车
需要绕上一大圈，非常不方便。”

现场2：有时放车棚，有
时推回家
位于南京路附近的瑞竹大

厦，2013年入住。考虑到业主的
需求，2020年，瑞竹大厦物业在
1号楼附近的空地上为有电动自
行车存放、充电需求的业主设置
了充电停车棚。目前，该充电车
棚已正式启用。
8月13日14时，虽然仍为上

班时间，记者现场看到，瑞竹大厦
的充电车棚内几乎停满了电动自
行车。因为存放的电动自行车远
多于充电卡口的数量，新来的想
要给车辆充电的车主需要逐辆挪
开卡口附近的电动自行车，方能
给自己的车充电。
“搬来搬去实在是太麻烦

了。”业主韩女士告诉记者，其实，
作为电动自行车车主把车存放在
楼下的充电车棚既省事又省心，
但因为充电卡口有限，找不到充
电的地方，有时只能把车推上楼。

现场3：梯控装置将电
动自行车“拒”之楼外

位于河西区的云江新苑，是
一片有 15 栋高层的新小区，
2016 年入住，约 2200 多户。
2020年云江新苑所属天正物业
有限公司在小区的空地上建设了
14个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今年
5月份正式启用。
“电动自行车在楼道停放或

充电安全隐患大，考虑到业主安
全，8月1日新规实施前，云江新
苑小区建设的梯控装置就已经试
运行了。”小区物业项目负责人裴
庆民告诉记者。有了梯控装置的
“守卫”，但凡想把电动自行车推
进电梯的业主都遭遇了无情的
“拒绝”：一阵滴滴声后，紧接着是
语音提示，直到电动自行车被推
出电梯外，电梯门才自动关闭。
“最初，很多电动自行车车

主都不理解，找物业‘理论’，办
公室的8名员工轮流做解释工
作。现在，大家慢慢认可了。”裴
庆民说，消防梯是最晚启动梯控
装置的，主要是给业主一段适应
时间，也方便他们把楼上的电动
自行车推下楼。“8月9日起，云
江新苑所有电梯都正式启动梯
控装置。”

不过，云江新苑也有如瑞竹
大厦一样的“烦恼”：充电卡口不
够用。“全小区14个充电棚只有
172 个充电口，完全不能满足
800辆电动自行车的充电需求。”
裴庆民说，为了保证业主充电需
要，巡逻的16名保安会交替在车
棚附近值守，帮忙搬移充满电的
车辆。“目前，充电缺口问题，已向
属地街道、居委会打了报告。”

采访中，多数人对新规中对
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的处
罚拍手称快。但也有人表达了
“疏堵结合”才是治理电动自行车
问题的有效途径，毕竟光“堵”不
“疏”解决不了问题。

消防部门：“处罚只是
手段，安全才是目的”
随着新规的实施，天津市消

防救援总队、各区消防救援支队
逐级对执法人员进行了新规的培
训。河西区消防救援支队还召集
街道、派出所等其他具有监督职
能的部门开了专题培训会。
“集中培训与上门指导相结

合，加强了高层建筑业主、使用人、
物业服务企业、居委会等责任主体
和相关人员的责任意识。”河西区
消防救援支队防火监督二处处长
王辉接受采访时说，新规实施前，
执法人员在处置电动自行车违规
停放等问题时，遇到个别人不配
合、不理解的情况，主要靠劝阻和
说服。新规实施后，处罚依据被明
确了。在大力宣传贯彻新规的同
时，河西区消防救援支队联合住
建、城管等部门对辖区高层建筑进
行了调研和摸排，准确掌握了相应
情况。“之前制作的2万余块电动
自行车违规停放警示牌全部张贴
进辖区各楼门洞口。”
王辉说，河西区消防救援支队

还会在加大消防执法监督力度同
时，加大对电动自行车安全停放、充
电知识，初起火灾扑救和逃生自救
常识的宣传力度。“河西区委、区政
府高度重视此项工作，本着疏堵结
合的原则，大力推进社区充电桩及
车棚的建设工作。”

物业协会：“助力构筑
群防群治大消防格局”
天津市物业管理协会会长林

谷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新规出台
前，他们就向会员单位下达过不允

许电动自行车在楼道内停放或充电
的规定。“之前还多次联合消防部门
以及相关单位进行过网络直播，结
合实际案例，宣传电动自行车违规
停放、充电的安全隐患，关注直播人
数最多的一次达835万。”

林谷春认为应该用疏堵结合
的方式治理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
充电。针对现有电动自行车充电
车棚普遍存在充电卡口缺口问题，
他建议引入智能化的电动自行车
充电设施，自行调控充电量，从技
术上实现存入车棚的电动自行车
都能充上电；不具备安装智能化充
电车棚的小区，则可考虑利用价格
杠杆调解，鼓励电动自行车主错峰
充电。针对没有太多场地建设电
动自行车充电车棚的高层小区，可
考虑建设小型的电动自行车停车
楼，为减轻业主前期投入，可尝试
引入第三方市场主体。

街道部门：“规范充电，
满足不同充电需求”

南开区一位街道部门负责人
告诉记者，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
的情况主要有四种：一是有电梯
的商品房小区，主要问题为电动
车进楼门，在房屋门口接线充电
或者拆卸电池入屋充电；二是老
旧小区，主要问题是拆卸电池入
屋充电；三是菜市场、快递企业接
线充电；四是自行车棚乱接电线。
“针对这些问题，加强宣传和

管理的同时，还需通过源头治理，
解决居民充电难题。”该负责人建
议，可采取企业自营、政府采购、
物业经营等多种方式，满足居民
不同的充电需求。“电动自行车集
中充电桩通过集中管理，将充电
地点由居民户内移至集中充电区
域，集中管控充电安全。选用的
电动自行车智能充电装置，居民
通过手机App、微信公众号等方
式即可完成充电过程，达到‘即用
即充’。”

执法

电动自行车楼内“违停”被罚600元

解读

电动自行车“禁停令”三大关键词

延伸

电动自行车“发火”后果很严重

记者调查

“违停”仍存在 梯控装置效果好

热议

解难题还需疏堵结合

“一两千元的电动自行车
引发火灾看似很不起眼，但造
成的危害却不可小觑。”张斌坦
言，最大的“痛点”就是它的停
放位置。
“在类似高层住宅楼道间这

样相对密闭的空间里，停放的电
动自行车即使不充电也有很大
火灾风险隐患。”一些事故的涉
事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
内。“电动车车身构件大
部 分 是 塑
料、橡胶等

可燃物，一旦起火，会产生大量有毒
有害烟气，造成人员死亡的正是这些
烟气。”在张斌看来，新规的实
施，戳中了电动
车火灾亡人事故
的“痛点”。

3个月前，我市市民孙先生
位于东丽湖万科城的房子就曾因
电动车惹“祸”，一度被“毁”。“起
火源于放置在家中的一块充满电
的电瓶突发自燃。”孙先生说，当
时，这套房子出租给了一对送外
卖的年轻夫妻，出事时，只有妻子
和一个四五岁的孩子在家。“发现
起火，孩子妈妈慌忙将一盆凉水
泼了过去，岂料，屋内瞬间浓烟弥

漫。因为害怕，她带着孩子跑了
出来，门顺势锁上了……”消防人
员到场后，破窗将大火扑灭，家里
的东西几乎全烧毁了。
“过火的房子再去卖的话肯定

是会贬值的；另外，消防员灭火时，
楼上楼下的邻居家都泡了水均不
同程度受损……”因电动车引发的
这起“祸”事，至今让在北京上班的
孙先生烦恼不已，他得经常往返京

津两地处理后续事宜。
一项来自应急管理部消防救

援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发
生电动车火灾事故6462起。“可别
小看电动自行车‘肇事’，严重的可
不只是付出财产损失，更有生命的
代价！”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天津
火灾物证鉴定中心助理研究员张斌
有着12年的火灾调查经验。他说，
每年因电动自行车起火造成的伤亡
事故都很大，这些年对涉电动车火
灾事故的调查从未间断。

“调查发现，引发电动自行车
起火的主要原因是电瓶故障和车
辆线路短路故障。”张斌说，电动
自行车价钱便宜导致其采用的零
部件质量不高，加之使用条件相

对恶劣，风吹日晒雨淋、颠簸震动
碰撞等均易引发车身线路短路故
障。尤其，电动车电瓶是由单体
锂电池串并联而成的，锂电池质
量不过关、过充电、连接线路短路

都会引起电池热失控起火，火势
蔓延迅速。“个别商家图便
宜，私自组装改装的电动
车电瓶火灾风险
隐患更大。”

案例：电瓶突发自燃全楼“遭殃”

火灾调查专家回应1：电动自行车为何易起火？

火灾调查专家回应2：电动自行车起火为何危害大？
只知道路边违法停放汽车，要罚款200元。没想到在写字楼通道

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的罚金竟是路边违停汽车的3倍。

今年以来，全国发生电动车火灾事故6462起。

针对没有太多场地建设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的高层小区，可考虑建设小型的电动
自行车停车楼，为减轻业主前期投入，可尝试引入第三方市场主体。

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的情况主要有四种：一是有电梯的商品房小区，主要问题为电动车进楼
门，在房屋门口接线充电或者拆卸电池入屋充电；二是老旧小区，主要问题是拆卸电池入屋充
电；三是菜市场、快递企业接线充电；四是自行车棚乱接电线。

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桩通过集中管理，将充电地点由居民户内移至集中充电区域，集中
管控充电安全。选用的电动自行车智能充电装置，居民通过手机App、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即
可完成充电过程，达到‘即用即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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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内新建的
充电车棚

楼道内停放电
动自行车的现象依
然屡禁不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