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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交警支队城关大队民警为您详解——

斑马线前，机动车如何礼让行人
罚款

一年的交通秩序
大整治进入尾声，文明出行、
礼让行人等交通参与者的种种变
化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居民感同身
受、有目共睹。人行道上只要有人，是不
是机动车就必须停下，让行人先行？行人
是不是可以抱着“什么都不怕”的态度肆
意地横穿马路，不顾及驾驶员的感受？
11 月 14 日，记者邀请兰州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城关大队的民警告诉广大
交 通 参 与 者 ，在 斑 马 线 前 ，各
自应该怎么做。

变化

记者从兰州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获悉，目前城区机
动车不礼让行人的现象主
要表现为：车辆通过斑马线
时未减速逼停行人；即使看
到斑马线上有行人通过，也
会加大油门与行人擦肩而
过。究其原因，首先是司机
遵守交通法律意识不强；二
是违法成本低，一些司机感
觉与行人抢路虽然违法，但
没有警察纠正或者抓拍，不
会受到处罚。
斑马线前，机动车不减
速、不停车礼让行人是违法
行为。机动车行经斑马线
不按规定让行的，可以处罚
款 200 元记 3 分处罚，如果
发生交通事故的，还要因此
承担事故责任。目前，兰州
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交
通科研所已全面完成全市
电子警察设备的功能升级，
对不礼让斑马线实行电子
抓拍，全天候予以严查严管
严控。
行人与机动车看似矛
盾，实际上他们是交通参与
的统一体。行人可能是司
机，司机也可能是行人，他
们在生活中总是互换，机动
车给行人创造一个好的出
行的环境，也是为自己作为
行人创造安全的过马路生
态；行人不闯红灯，既为自
己为父母为家庭负责，也是
为社会负责，也是为自己作
为司机时创造行车环境。
兰州晨报记者 李升

礼让行人渐成风气
兰州城关交警大队民警严管严治斑马线前机动车不
礼让行人等交通违法行为。兰州晨报首席记者 裴强 摄

疑惑

今年，
兰州市开展为期一年的交通秩
序大整治，
机动车的各种交通违法行为都
成为整治的重点，
而礼让行人更是交警部
门整治的重点违法行为之一。一年的整治
行动进入尾声，
效果究竟怎么样？这两天，
记者走上街头观察发现，
礼让行人的文明
行为随处可见。采访中，市民对于这种
文明现象也感同身受。
11 月 13 日 8 时，
记者在南滨河路永
昌路交叉口人行道上看到，一位老人手
里拎着包由南向北准备过马路。看着来
回穿梭的车流，老人始终没敢迈出步
伐。此时，
一辆白色别克车缓缓开来，
主
动减速停了下来，挥挥手让老人通行。
看到司机的做法，老人挥手向司机表示
感谢。一个多小时，记者沿着该路段行
走观察发现，
遇到行人过马路，
绝大多数
私家车都能主动让行。
那么出租车的情况又如何？11 月
14 日 11 时许，
记者在张掖路中环广场附
近路段看到，
虽然这里设有两条斑马线，
但由于没有设置人行信号灯，行人只能
自行避让车辆过马路。但记者观察发
现，
每当有行人通行时，
过往的车辆都能
主动停车礼让。11 时 30 分，
两位中年女
性由北向南过马路，
此时，
两辆出租车由
西向东行驶临近斑马线。看到有行人通
过，
两辆车主动减速停车，
让行人先过。

斑马线前如何礼让行人
记者调查时发现，部分驾驶员“抢斑马
线”、
“ 逼停行人”的情况还是存在。部分司
机提出了自己的疑惑，行人闯红灯过马路也
要让？车多人少时人应不应该让车先行？
城关交警大队民警朱柳静介绍，我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第47条规定：
机动车行经人行横
道时，
应当减速行驶；
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
道，
应当停车让行。此时，
当行人步入斑马线，
最靠近行人的车道车辆必须让行，
行人开始通
过斑马线，
所在车道车辆和下一车道车辆必须
让行。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
遇行人横过道路，应当避让。斑马线对驾驶
员而言，
就意味着警戒线。在临近斑马线时，
驾驶员应提早减速慢行，
耐心避让，
必要时可
选择停车，
切不可急躁地与行人抢行，
防止撞
到行人。她表示，
在法律条款中，
“应当”
等同
于
“必须”
，
也就是说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
遇
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
必须停车让行。
针对上述驾驶员提到的有效通行的问题，
朱柳静表示，
在机动车道上，
设置人行道，
本身
就是为了让交通有序进行。行人只能在规定的
地段过马路，
已经受到了不能乱穿马路的约束，

斑马线上不礼让行人
记 3 分罚款 200 元

而保障行人人身安全也是车辆的义务，
所以车
辆必须在人行横道礼让行人，
除非行人明确授
意车辆先行。
那么，
是不是行人通过斑马线就可以
“想
怎么走就怎么走呢？”朱柳静介绍，
“红灯停、
绿灯行”
，
不管对于车辆还是行人都是基本通
行规则，
当道德约束无效后，
刚性处罚就显得
尤其必要。行人横过道路未走人行横道或过
街设施，
将依法处以 5 元—50 元的罚款。
此外，朱柳静介绍，行人怎么安全过斑
马线有学问：在没有人行横道信号灯的路段
上，行人也应该从斑马线上穿过马路。过马
路时，要注意察看来往车辆：先看左边来车，
待行至斑马线中间时，须察看右侧来车，在
确认没有危险后通过；穿越马路时，应该在
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快步通过，以免信号灯
结束时，行人还在路面上，与正常通行的机
动车发生冲突；在一些路口，人行横道信号
灯和其他方向机动车信号灯会同时亮起绿
灯，市民在经过这些路口时，一定要注意转
弯车辆，避免出现碰撞事故；对于骑自行车
的人，在经过斑马线时，
一定要下车推行。

榆中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营业执照听证公告
甘肃嫁祥商贸有限公司青城第一分公司等
74 户企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个人独资企业法》、
《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
法》、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企 业 法 人 登 记 管 理 条
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
实行细则》的规定，我局对甘肃嫁祥商贸有限公
司青城第一分公司等 74 户企业无正当理由开
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和企业歇
业或者因其他原因终止营业，未按规定办理注

销登记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现已调查终结。 关文书进行了直接送达、邮寄函询，当事人无法
根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 查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
五十二条的规定，现将我局拟作出的行政处罚 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
告知如下：
第六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
我局通过对上述 74 户企业登记住址进行 法》第三十六条、
《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
实地检查，并在税务登记机关调取纳税证明，登 第四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
记机关出具企业登记信息、2016 年度未年报的 理条例》第三十条第（三）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
信息等证据，证明上述 74 户企业无正当理由在 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实行细则》第六十条第
其登记的住址自行停业连续超过六个月和企业 （九）项之规定，我局拟对上述各类企业作出吊
歇业或者因其他原因终止营业，未按规定办理 销营业执照的处罚。依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注销登记。在对上述企业调查期间，我局将相 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二条规定，对上述拟

作出的行政处罚，你（单位）有陈述、申辩和要求
举行听证的权利。如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者有
举行听证的要求，你（单位）应当在本听证告知
发布之日起 15 日内向我局提出。逾期未提出
的，视为放弃此权利，我局将依法作出吊销营业
执照的行政处罚。
联系人：蒋军林 刘小萍
联系电话：0931-5238061、5238068
拟吊销企业详细名单附后
榆中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7 年 11 月 13 日

拟吊销企业名单（共计 74 户）
住址

序号

企业（机构）名称

注册号

负责人

住址

序号

企业（机构）名称

注册号

负责人

住址

榆中县青城镇城河村小河子 455 号

26

甘肃天晟伟业工贸有限公司

620123200012123

徐伯麟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金崖镇张家湾村

51

榆中丰源建材有限公司

620123200005275

刘海

榆中县甘草店镇西村 10 号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贡井乡大坪屲村

27

甘肃美汇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620123200017467

张小龙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和平镇高营村大池泉社 113 号

52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青城镇瓦窑村 342 号

28

兰州光大钢化玻璃厂

620123300007317

丁美德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和平工贸一条街 26 号

53

榆中瑞丰光伏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哈岘乡仁和村

29

兰州精英特卫安防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620123200008984

孟广付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和平开发区一条街（和平村委会旁商务楼 501 室）

54

榆中常伟建材商贸有限公司

620123200004535 李耀宗

榆中县甘草店镇三墩营村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园子岔乡小岔村渭子岔社

30

榆中玫瑰庄园种植有限公司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和平镇和平村 174 号

55

兰州兴盛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620123200005398

王进学

榆中县甘草店镇西村 98 号

620123300004841 肖永香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上花岔乡大岔村大岔社阴岔

31

榆中奔腾机动车代理有限公司

620123200005146

魏军

榆中县和平镇兰零二线（1 幢 4-6 号）

56

榆中成丰养殖有限公司

620123200013314

张立红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清水驿乡苏堡村 115 号

620123300006937 王正力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上花岔乡上花岔村芦子池社 2 号

32

榆中和平飞天手工制作有限公司

620123200013904

赵军强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和平镇袁家营村

57

榆中福农农技推广有限公司

620123200019250 刘克福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新营乡黄坪村下岘子社

榆中华越特种动物研究养殖场

620123300001765 白冬越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哈岘乡哈岘村仁信社 9 号

33

兰州知奇塑料餐具有限公司

620123200009768

朱鸿全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和平镇工贸一条街 26 号

58

榆中祥瑞药业有限公司

620123200006712

魏建新

榆中县新营乡罗景村潘家庄

榆中吉鑫养殖场

620123300002524 马正堂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中连川乡高家渠村

34

兰州琪瑞祥商贸有限公司

620123200002718

李建新

榆中县和平镇工贸一条街 138 号

59

榆中国燕养殖有限公司

620123200011212

庞国庆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甘草店镇咸水岔村

10

兰州天义食品厂

620123300005061 刘玉国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来紫堡乡刘家坪 88 号

35

兰州北创钢构工程有限公司

620123200013953

黄定位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和平镇和平村徐家山庄 25 号

60

榆中兴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620123200019225

马玉玲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新营乡新营街道（原新营亚麻厂）

11

兰州亲联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620123200019549 李之顺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来紫堡乡冯湾村 4 号

36

甘肃银红墙体材料有限公司

620123200000417 乔引良

榆中县和平镇工贸一条街 24 号

61

榆中仁生养殖有限公司

620123200002582

任伟宏

榆中县清水驿乡赵家岔村（7054 基地）

12

兰州科蓝建材有限公司

620102200165513 王彦成

榆中县来紫堡乡方家泉村（未坪工业园 C-17 号）

37

兰州腾龙餐饮娱乐有限公司

620123200003190 马喜清

榆中县和平镇工贸一条街 150 号

62

榆中金隆绒毛针织服饰有限公司

620123200008185

刘正

兰州市榆中县甘草店镇咸水岔小学

13

甘肃朝阳现代物流有限公司

620123200006761 李朝阳

榆中县来紫堡乡桑园子村 290 号（煜峰工业园负 1 号）

38

兰州亚丰商贸有限公司和平分公司

兰州市榆中县和平镇袁家营小区二期 13 单元 202 室

63

榆中克斌装卸搬运有限公司

14

兰州启航网络俱乐部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来紫堡乡郭家庄村新农村住宅商铺 24 号 25 号

39

甘肃华港工贸有限公司

620123200003044 许明光

榆中县和平镇工贸一条街 105 号

64

榆中喜来丰农资有限责任公司

15

榆中农技服务中心联友服务部

620123100001919 冯康庆

榆中县来紫堡乡金家坪

40

榆中浩远商贸有限公司

620123200011639

冯文刚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城关镇栖云南路食品公司家属院

65

兰州腾龙蔬菜保鲜库

620123300001669 王彦宝

16

兰州兴隆西部阳光休闲有限公司

620123200006018 魏其协

620123300004181 刘建平

17

兰州绿源生物质开发有限公司

序号

企业（机构）名称

1

甘肃嫁祥商贸有限公司青城第一分公司

620123200006497 魏彩香

2

榆中巨军养殖有限公司

620123200010734 张巨军

3

榆中科顺蔬菜种植有限公司

620123200016144 魏邦虎

4

榆中天香农副产品有限公司

620123200011028 白彪莉

5

榆中裕博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

620123200018100 王鼎元

6

榆中永香肉羊养殖场

7

榆中正力养殖场

8
9

18

甘肃利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榆中分公司

19

甘肃西域纺织有限公司

20

甘肃红伟建筑服务有限公司

21

兰州百美纸业有限公司

22

兰州丰泽强生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夏官营店

23

榆中新视野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24

榆中远东物流有限公司

25

兰州鸿源绒毛毡有限公司

注册号

620102300007777

负责人

马艺

620123200009709 张彦军

620123200008257

王健

兰州盛世辰阳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620123200030202 王维新
620123200007703

620123200000175 孙克斌
620123200007117

榆中县城关镇杨家庄村

41

榆中宏达矿产品有限公司

620123200019766

张雪松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城关镇环城西路 1-64 号

66

榆中鸿泰养殖场

620123200015537

苏芳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三角城乡大兴营村井沟

42

榆中品味干果有限公司

620123200014350

徐守华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城关镇栖云北路 301 号（文化小区）

67

榆中巨幅农产品经营部

620123300006267

620123200013769

张文玲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城关镇亨威璟苑 A 幢 A 座 1 单元 001---002

43

榆中泰美矿产品有限公司

620123200019774

蒋海军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城关镇文成路泓园小区 1 单元 2 层 204 室

68

榆中昌军牛肉面馆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三角城乡三角城村

44

榆中县教育装备服务站

620123100000250 马彦林

榆中县城关镇文成中路 17 号

69

榆中前山坪生猪养殖场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城关镇亨威璟苑 A 区 2 号楼 1 单元 702 室

45

榆中县人民政府招待所

620123100001488

刘福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城关镇栖云南路 43 号

70

榆中通顺肉羊养殖场

兰州市榆中县三角城乡三角城村

46

榆中煜伟小杂粮产销有限公司

620123200016499

李栋伟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城关镇文兴路亨威 B 区 53-1

71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夏官营佳德商业步行街 1 号楼

47

榆中县银山乡斜路洼村

72

620123200009112 林秀菊
620123200014317

白红祖

6201232000523

宋俊泽

620123000002326 李广全

甘肃生源矿业有限公司斜路洼方解石加工厂 620123200002806 马兆祥

宋科

孙平

榆中县甘草店镇西村 185 号
榆中县甘草店镇西村
榆中县甘草店镇三墩营村 103 号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清水驿乡清水村 170 号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新营乡窝子湾村后湾社 20 号

620123300006234

寇君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甘草店镇西村（312 国道旁）

620123300006576

董爱花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高崖镇树梓沟村 137 号

620123300007577

马红地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高崖镇树梓沟村 109 号

榆中昌宁生猪养殖场

620123300008213

张兰存

榆中自祥饲料销售部

620123300008078 李自祥

48

榆中凤森肉牛养殖场

620123300007815

吴扬扬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三角城乡双店子村五社

73

榆中力源硅粉加工厂

620123300008060 杨学军

620123200007867

兰州市榆中县夏官营镇夏官营村

49

榆中筌渊畜牧养殖有限责任公司

620123200006286

陆佳

榆中县三角城乡孙家营村孙家营 117 号

74

榆中耀玲肉牛养殖场

620123300009878

榆中县金崖镇金崖村 183 号

50

榆中荣发肉羊养殖有限公司

620123200013970

金发荣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小康营乡洪亮营村郑家庄社 14 号

620123200006294 张振刚

榆中县清水驿乡稠泥河村

黄巨福

620123200010269 马少坤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兰州大学榆中校区大学生创业基地行远楼 107 室
钱坤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高崖镇马家集村五社 120 号

张耀玲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新营乡刘家湾村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甘草店镇甘草街道 312 国道旁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清水驿乡稠泥河村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新营乡桦岭村常家湾社 37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