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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安市城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办法

(2020 年 4 月 10日广安市人民政府令第 46 号公布 自 2020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维护城市道路交通秩序，预防和减少交通事

故，保护人身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安全及其

他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结合广安市

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城市建成区的车辆驾驶人、行人、

乘车人以及与道路交通活动有关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道路交

通安全法律、法规、规章和本办法。

第三条 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城市道路交通安全管

理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城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协调机制，制定

和组织落实城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划，保障交通安全宣传教

育、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安全管理装备、交通事故处理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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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经费，推进智慧城市道路交通管理体系建设。

第四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

道路交通安全工作。

发展改革、交通运输、住房城乡建设、自然资源规划、应急

管理、城管执法、经济信息化、市场监管、生态环境、农业农村

等部门依据各自职责，负责有关城市道路交通安全工作。

第五条 市、县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道路交通

安全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提高社会公众的道路交通安全意识

和交通文明素质。

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应当对本单

位的人员进行道路交通安全教育。

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有关单位应当加强道路交通安全

法律、法规的宣传，及时发布道路交通安全公益广告和信息。

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幼儿园应当将道路交通安全教育纳入

法制教育的内容，定期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

第六条 新建、改建、扩建城市道路，应当将交通信号灯、

交通标志、交通标线、交通监控、交通安全防护设施、公交站台

等道路附属设施、交通安全设施与道路同步规划、设计、建设和

使用，并依法进行验收。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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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规划、设计、建设和验收应当征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的意见。

新建、改建、扩建学校、医院、居住区、商业中心、会展中

心等城市建设项目，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城市道路交通安

全管理规划的要求，组织自然资源规划、公安机关交通管理等部

门进行交通影响评价。

第七条 城市道路及其附属设施、交通安全设施存在下列情

形之一，影响、妨碍交通安全的，相关主管部门或者设施产权所

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立即修复、排除隐患：

（一）道路出现坍塌、坑漕、隆起等损毁；

（二）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等交通设施破损、

灭失、被遮挡；

（三）道路两侧夜间照明不足；

（四）存在妨碍交通安全的障碍物；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影响、妨碍交通安全的其他情形。

在安全隐患排除前，公安机关交通管理等部门应当立即采取

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并及时通知相关部门或者单位处理。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影响、妨碍交通安全情形的，有权向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等部门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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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城市道路交通安全设施主管部门应当听取单位和

个人的意见建议，定期对道路交通信号进行调研论证，及时增设、

调换、更新道路交通信号。

第九条 自然资源规划和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应当会同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交通运输、城管执法、发展改革等部门编制停车

场专项规划。

第十条 新建、改建、扩建的公共建筑、商业街区、居住区、

大（中）型建筑等，应当配建、增建停车场。停车泊位不足的，

应当及时改建或者扩建；投入使用的停车场不得擅自停止使用或

者改作他用。

鼓励单位或个人投资兴建停车场。

第十一条 鼓励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居住区的停车场在满

足自身停车需求的情况下，向社会公众开放，车辆停放应当遵守

有关管理制度。

第十二条 城市主干道不得施划机动车停车泊位。

城市其他道路停车泊位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会同市容

环境卫生主管部门依法施划，并规定停车泊位的使用时间。未施

划停车泊位的城市道路，禁止停放机动车。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定



广安市人民政府规章

X
广安市人民政府发布

- 5 -

期对城市道路施划临时停车泊位路段的交通状况进行评估，根据

道路交通状况、周边停车需求等情况，对临时停车泊位及时进行

调整。

在城市道路停车泊位内停放车辆，应当顺向停放。

第十三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

以施划时段性道路停车泊位：

（一）停车泊位与停车需求矛盾突出的居住区，其周边道路

具备夜间等时段性停车条件的；

（二）停车时段性需求集中但现有停车泊位无法满足的中小

学校、幼儿园和医院，其周边道路条件允许的;

（三）夜间停车需求集中但现有停车泊位无法满足的商业街

区，其周边道路条件允许的;

（四）停车泊位时段性需求严重不足区域的人行道范围内，

条件允许且不影响行人通行的；

（五）时段性停车需求突出的路段，条件允许且不影响车辆、

行人通行的。

第十四条 交通运输部门应当会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在城市道路合理施划巡游出租汽车临时停车泊位，或者设置停靠

点，并设置明显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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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游出租汽车在城市道路停车上下客，应当在巡游出租汽车

临时停车泊位、停靠点停靠。在没有施划临时停车泊位、未设置

停靠点的路段，应当遵守机动车临时停车规定。巡游出租汽车停

靠上下客应当即停即走。

第十五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在城市道路合理设

置校车停靠站点，按照标准设置校车停靠站点预告标识和校车停

靠站点标牌，施划校车停靠站点标线。

第十六条 禁止下列妨碍城市道路停车泊位使用的行为：

（一）在停车泊位设置地桩、地锁、水泥墩或者其他障碍物；

（二）使用铁链、栏杆、锥筒等圈占停车泊位；

（三）在停车泊位内开展商业宣传、贩卖物品，或者从事机

动车清洗、装饰、修理等活动；

（四）其他妨碍停车泊位使用的行为。

第十七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在学校、医院、车站、

商场、集市等人员密集场所周边的城市道路，设置非机动车停放

地点。

非机动车应当在规定地点停放。未设置停放地点的，非机动

车停放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

第十八条 快递服务车辆应当符合规范标准，采用统一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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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标识进行管理。快递专用电动三轮车的行驶时速、装载质量等

应当符合规定。

第十九条 禁止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电动自行

车。

第二十条 电动自行车应当依法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登记，取得行驶证和号牌后，方可上道路行驶。

第二十一条 鼓励电动自行车所有人投保第三者责任险、人

身意外伤害险和财产损失险。

第二十二条 任何单位与个人不得擅自改变电动自行车质

量、制动器、外形尺寸和其他结构构造与特征；不得伪造、变造

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电动自行车号牌、行驶证；不得假冒使用他

人电动自行车号牌、行驶证。

第二十三条 电动自行车在城市道路行驶应当遵守下列规

定：

（一）在规定位置悬挂号牌并保持清晰、完整，不得故意遮

挡、污损号牌；

（二）按照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行驶，服从交

通管理人员指挥；

（三）不得逆向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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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驶最高时速不得超过 15 公里；

（五）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在没有划设非机动车道的道路

上，应当在距离道路右侧边缘线向左 1.5 米的范围内行驶。

第二十四条 经批准占用、挖掘城市道路施工作业的，施工

作业单位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在批准的路段和时间内进行；

（二）按照规定在施工作业路段周围设置围挡，夜间开启警

示灯光；

（三）在距离施工作业地点来车方向安全距离处设置明显的

安全警示标志，采取防护措施，夜间按照规定设置反光施工标志

和危险警示灯；必要时，在施工作业路段周边设置提示、绕行标

志；

（四）施工作业人员按照规定穿戴反光服饰，注意避让来往

车辆；

（五）施工作业完毕，应当及时修复损毁路面，迅速清除道

路上的障碍物、遗留物，消除安全隐患。

第二十五条 在城市道路上进行绿化、养护、清扫、洒水、

设施设备维护等对道路交通有影响的临时作业，应当避开交通高

峰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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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作业单位及作业人员应当按照安全作业标准、规范落实

防护措施，作业车辆按照规定喷涂或者粘贴反光材料。

第二十六条 驾驶机动车不得有拨打与接听电话或者观看

电视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

第二十七条 行人、乘车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在机动车道上拦乘机动车；

（二）不得携带易燃易爆、有毒（害）等危险物品乘车；

（三）不得向车外抛洒物品；

（四）乘坐公交车，应当在停靠站点乘车，不得在公交车前

后逗留或者横穿；

（五）不得干扰驾驶，或者有其他影响驾驶人安全驾驶的行

为；

（六）乘坐两轮摩托车应当正向骑坐。

第二十八条 行人不得在城市道路上使用滑板、旱冰鞋等滑

行工具。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巡游出租汽车不遵

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机动车停放、临时停车规定的，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指出违法行为，并予以口头警告，令其

立即驶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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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人不在现场或者虽在现场拒绝立即驶离，妨碍其他车

辆、行人通行的，处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并可以将该机

动车拖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

的地点停放。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拖车不得向当事人收取费

用，并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停放地点。

因采取不正确的方法拖车造成机动车损坏的，应当依法承担

补偿责任。

第三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在人行道和公共场地

上设置地锁、地桩、水泥墩的，由城管执法部门依据《广安市市

容环境卫生条例》规定进行处理。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规定，生产、销售不符合

国家相关标准的电动自行车的，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规定进行处罚。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以改变电动自行

车结构、装置提高行驶速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五十

元罚款。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擅自挖掘城市道

路的，由城管执法部门依照《广安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规定进

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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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由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处五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乘车人携带易燃

易爆等危险物品或者向车外抛洒物品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处五十元罚款。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由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处五元以上三十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法律、法规、规章已有法律

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所称电动自行车是指符合国家标准《电

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GB17761）的车辆。

本办法所称城市建成区是指本市行政区内实际已成片开发

建设、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设施基本具备的地区，具体范围以市、

县级人民政府依法公布的为准。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20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