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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市“三小车辆”禁行工作

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刘东波 市委书记

彭照辉 市委副书记、市长

副组长：李 洁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张作宜 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

成 员：孔祥芝 市纪委常务副书记、市监委副主任

岳耀方 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路昭林 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

王洪新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局长

李建伟 市总工会主席

刘海韵 团市委书记

孟祥娟 市妇联主席

刘 涛 市残联主席

张卫东 曲阜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

主任

孔祥池 市教育和体育局局长

张学军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

宋 昱 市公安局政委

康首生 市司法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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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同文 市民政局局长

朱兴武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牛福顺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孔卫东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王爱军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

孔淑娟 市信访局局长

朱新社 鲁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

齐祥灿 书院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

王洪生 王庄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步新华 石门山镇党委书记

武凡明 吴村镇党委书记

孟双建 姚村镇党委书记

孔文旭 时庄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

刘继峰 陵城镇党委书记

张桂森 小雪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

刘 涛 息陬镇党委书记

陈 鹏 尼山镇党委书记

朱亚峰 防山镇党委书记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交通旅游秩序整治指挥

部（市委 7010 房间），张作宜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路昭林同

志兼任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宋昱、朱兴武、牛福顺、王爱军同

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办公室日常工作由单树博同志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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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市人民政府

关于实施“三小车辆”禁行的通告

近年来，不符合国家标准、未列入国家工信部目录、不具

备依法登记上牌条件的机动三轮车、电动三轮车、电动四轮车

（统称“三小车辆”）无序增长，已成为影响交通出行安全的

首要隐患，2016 年、2017 年、2018 年“三小车辆”引发交通事

故分别占当年交通事故的 42%、47%、56%。为保障道路交通

安全畅通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实现全市道路交通秩序明

显好转，交通事故明显下降，进一步提升全市文明交通水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

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关

于加强低速电动车管理的通知》（工信部联装〔2018〕227 号）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低速电动车管理工作的实施

意见》（鲁政办字〔2018〕241 号）等有关规定，经研究决定，

在市城区范围内对“三小车辆”实施禁行。现通告如下：

一、禁行对象

不符合国家标准、未列入国家工信部目录、不具备依法登

记上牌条件的机动三轮车、电动三轮车、电动四轮车。

二、禁行区域

孔子大道（含）以北、西外环金兰路（含）以东、北外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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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以南、京台高速公路以西的区域及高铁广场周边 1000 米

范围内、日兰高速公路出口北至孔子大道路段（含 104 国道、轩

辕路）。

三、禁行时段

自 2019 年 10 月 10 日起，全天 24 小时实施禁行。

凡违反上述规定进入禁行区域行驶的，由市公安局、市交

通运输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等部门联合依法处罚，并予以曝

光，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

特此通告。

曲阜市人民政府

2019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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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全市人民群众的一封信

近年来，不符合国家标准、未列入国家工信部目录、不具备

依法登记上牌条件的机动三轮车、电动三轮车、电动四轮车（简

称“三小车辆”），违法上路行驶引发的交通事故 2016 年、

2017 年、2018 年分别占当年交通事故的 42%、47%、56%，已

成为影响交通安全的“公害”和损害城市形象的“顽症”，严重

扰乱了交通秩序和城市管理秩序，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

产安全。中央、省分别发文要求对“三小车辆”实施治理，安全

第一、生命至上，开展“三小车辆”综合整治已经迫在眉睫、刻

不容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产品质量法》《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关于加强低速电

动车管理的通知》《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低速电动车

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等有关规定，借鉴其它城市先进管理经

验，市委、市政府定于 2019年 10月 10日起在城区实施“三小车

辆”禁行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

规定，无牌无证、拼装、报废车辆严禁上路行驶，如有违反依法

对车辆予以收缴，强制报废，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情

节严重的并处 15日以下行政拘留。禁行区范围：孔子大道（含）

以北、西外环金兰路（含）以东、北外环（含）以南、京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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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公路以西的区域及高铁广场周边 1000 米范围内、日兰高速公

路出口北至孔子大道路段（含 104 国道、轩辕路）。

请符合挂牌条件的三轮车、四轮车车主于 8 月 20 日前到车

管所办理牌照，电动二轮车待省公安厅下发正式通知后可到车

管所办理牌照。同时，为解决“三小车辆”禁行后群众出行和

学生上下学问题，市交通运输局正在合理规划学校周边公交路

线及微循环路线，市教育和体育局正在会同市公安局、市交通

运输局完善校车运行线路。市民朋友们，创建安全文明有序的

交通秩序需要全民共同参与、共建共享，为了您及家人的平安

出行，请您自觉遵守交通法律，积极配合“三小车辆”禁行工

作，争做守法文明市民。

感谢您的支持，祝您出行安全！

2019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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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全市广大妇女的一封信

全市广大妇女姐妹们：

为全力打造畅通、安全、文明、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我

市开展“三小车辆”综合整治行动。“三小车辆”是不符合国

家标准的机动车，不能办理机动车牌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无牌无证、拼装、报废车辆严禁上路行

驶，如有违反依法对车辆予以收缴，强制报废，处二百元以上

二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 15 日以下行政拘留。妇女姐

妹们，让我们充分发挥自己在社会和家庭中的独特作用，从自

身做起，严格遵守交通秩序，拒买拒乘拒驾“三小车辆”，引

领家庭成员文明出行，文明交通。

强化宣传力度，倡树文明交通风尚。要充分认识本次集中

整治行动的重要意义、重大举措和清理范围等，从保障安全、

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出发，自觉关心、支持、

参与集中整治行动。广大妇女要踊跃加入“三小车辆”禁行宣

传工作行列，利用手机微信、互联网、口口相传等方式广泛宣

传，引领家庭成员自觉践行文明交通，主动劝阻与“交通文明

出行”不适应的各种行为，促进文明和谐交通建设。

坚持示范引领，争当禁行工作先锋。近年来，“三小车

辆”交通事故呈逐年上升趋势，2016－2018 年“三小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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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交通事故分别占当年交通事故的 42%、47%、56%。为

了您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家庭幸福，购车时选择符合国家标准的

其它车辆，在禁行区域内不驾乘“三小车辆”，出行时要多选

择公交车、自行车等绿色出行方式。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不乱

停乱放车辆，抵制不文明、不利于交通安全、不利于社会和谐

稳定的交通违法行为，做到安全、文明、有序出行。

增强监督意识，共创文明交通环境。姐妹们，我们要以主人

翁精神和实际行动，积极参与“三小车辆”的治理，做文明出行

的监督者和劝导者，从文明驾车乘车这件小事做起，从一点一滴

做起，提醒家人、亲戚、朋友和邻居，带动身边的人，拒绝乘坐

“三小车辆”，争当文明交通的实践者和维护者，对不文明行为

多一声善意的提醒，共同维护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

姐妹们，文明是一个城市最好的名片，如今，我们共同的

美好家园—曲阜正以她悠久的历史文化、独特的人文景观、秀

美的自然风光、靓丽的城市景色吸引着八方游客。文明交通是

城市的名片，是城市形象的体现，是广大市民幸福生活的保

障。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做文明

人、行文明路、开文明车，用交通文明引领城市文明，为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做出自己的贡献，让曲阜城市更美丽、社会更和

谐、人民更幸福！

曲阜市妇女联合会

2019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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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全市广大团员青年的一封信

青年朋友们：
2019 年是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攻坚之年，为进一步提升交

通文明水平，我市决定对“三小车辆”开展综合整治行动。青年朋
友们，让我们迅速行动起来，积极响应号召，为打造畅通、安全、
文明、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贡献青春力量！

展现青年担当，倡导文明出行。严格遵守交通秩序，不乱停乱
放车辆，抵制不文明、不利于交通安全、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交
通违法行为，出行时多选择公交车、自行车等绿色出行方式，做到
安全、文明、有序出行，展现新时代曲阜青年的担当。崇尚“奉
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带头做好宣传工作，利
用微信、互联网、口口相传等方式广泛宣传，引领身边人自觉践行
文明交通，促进文明和谐交通建设。

增强监督意识，争当禁行先锋。自觉关心、支持、参与集中整
治行动，争做文明出行的监督者和劝导者，对不文明行为多一声善
意的提醒，带动身边的人拒买拒乘拒驾“三小车辆”，自觉遵守交
通法规，争当文明交通的实践者和维护者，共同维护良好的道路交
通环境。

青年朋友们，青年是一个时代最美好的篇章，文明是一个城市最
靓丽的名片。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做文
明人、行文明路、开文明车，用交通文明引领城市文明，以青春担当
汇聚磅礴力量，不断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共青团曲阜市委
2019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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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驾乘“三小车辆”承诺书

（公职人员、党员）

本人已经收悉《曲阜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三小车辆”禁

行的通告》、《致全市人民的一封信》，已知晓“三小车辆”

属于未列入国家工信部目录、不具备依法登记上牌条件、禁止上

路的车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

定，无牌无证、拼装、报废的车辆严禁上路行驶，如有违反对

车辆予以收缴，强制报废，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情

节严重的并处 15 日以下行政拘留。本人郑重承诺，自己不在禁

行区内驾乘“三小车辆”，做好禁行区内本人及直系亲属和身

边人“三小车辆”的处置工作，做“三小车辆”禁行工作的宣

传员、劝导员、监督员、指挥员，禁行开始后发现“三小车

辆”在禁行区内行驶的积极向执法部门举报，做遵纪守法和文

明出行的表率与模范，为打造与“东方圣城·首善之区”相适应

的安全文明秩序履行好自己应尽的义务，奉献自己的力量。

承诺人：

单 位：

2019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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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行区内“三小车辆”守法安全出行

承 诺 书

本人已收到《曲阜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三小车辆”禁行

的通告》，已知晓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本人购买的

“三小车辆”（机动三轮车、电动三轮车、电动四轮车），属

于未列入国家工信部目录、不具备依法登记上牌条件、禁止上路

的车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

无牌无证、拼装、报废的车辆严禁上路行驶，如有违反对车辆

予以收缴，强制报废，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

重的并处 15 日以下行政拘留。本人本着对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

负责，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承诺在 8 月 20 日前，自行处理本人

的（机动三轮车、电动三轮车、电动四轮车），如有违反自愿

接受处罚。

承诺人（本人手印）：

单位、村委（盖章）：

2019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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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行区外“三小车辆”守法安全出行

承 诺 书

本人已收到《曲阜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三小车辆”禁行

的通告》，已知晓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本人购买的

“三小车辆”（机动三轮车、电动三轮车、电动四轮车），属

于未列入国家工信部目录、不具备依法登记上牌条件、禁止上路

的车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

无牌无证、拼装、报废的车辆严禁上路行驶，如有违反对车辆

予以收缴，强制报废，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

重的并处 15 日以下行政拘留。我承诺不闯禁行区，即孔子大道

（含）以北、西外环金兰路（含）以东、北外环（含）以南、

京台高速公路以西的区域及高铁广场周边 1000 米范围内、日兰

高速公路出口北至孔子大道路段（含 104 国道、轩辕路），对自

己的生命财产安全负责，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不乱停乱放、不

从事非法营运活动，如有违反自愿接受法律处罚。

承诺人（本人手印）：

单位、村委 （盖章）：

2019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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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市“三小车辆”户摸排登记表

单位： 填表人： 主要负责人： 填表时间：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具 体 住 址 车辆类型
是否签订

承诺书
备注

填报说明：本表格原件由各单位存档，电子版于 7月 15日前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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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市“三小车辆”情况汇总表

单位（盖章）： 填表人（签字）： 主要负责人（签字）： 填表时间：

序号 村居（社区）、单位

禁行区内 禁行区外

备注车辆

总数

已签定

责任书

已处理

车辆
车辆总数

已签订

责任书

合计

填报说明：本表格 7月 15日前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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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市中小学校“三小车辆”禁行工作承诺书

按照《曲阜市“三小车辆”禁行工作方案》要求，我单位

郑重做出如下承诺：

1. 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站在全市工

作大局，坚决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和市教体局关于“三小车

辆”禁行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确保禁

行工作有序开展。

2. 严格落实属地责任。成立以学校校长为第一责任人的工

作专班，健全完善各项工作制度，落实工作举措，在全面摸清

学校教职工及接送学生的“三小车辆”数量的基础上，扎实做

好“三小车辆”的禁行宣传、教育引导、劝返拦截、矛盾化解

等各项工作。确保在校学生及家长承诺书签订率达到 100%，确

保督促禁行区内学生家长在 8 月 20 日前自行处理“三小车

辆”。在学校周边禁行主要道路设立劝导站，及时劝返、拦截

驾驶“三小车辆”的教职工及学生家长，确保“三小车辆”整治

工作顺利开展，确保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

处。

3. 强化宣传引导。通过学校宣传栏、LED 显示屏、宣传彩

页、明白纸等多种形式，多角度、立体式、广覆盖全面做好

“三小车辆”禁行工作的宣传发动，积极营造浓厚的“三小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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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禁行工作舆论氛围，做到学校师生人人皆知、人人支持，

为禁行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4. 全面做好矛盾化解。禁行工作正式启动后，凡是在禁行

区域内被查处的本单位“三小车辆”及所有人，由所在单位负

责将人带回解释教育，并协调做好“三小车辆”暂扣工作。凡

因学校教师在“三小车辆”禁行工作产生的矛盾问题，由本单

位积极配合解释协调，负责做好化解工作，确保矛盾不上交。

本承诺书一式两份，曲阜市教育和体育局和承诺单位各执

一份。

曲阜市教育和体育局：

承诺单位：

2019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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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全市中小学生及家长的一封信

尊敬的各位家长、各位同学：
交通安全关系着每一个孩子和家庭的幸福，文明有序的交通环境是

需要你我共同的努力，为切实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周边道路交通安全管
理，全力保障学生交通安全，创造良好的交通安全环境。在此，我们衷
心希望广大家长、学生遵法文明出行。在交通出行中注意以下几点：

1. 通过有信号灯控制的路口，请按照信号灯指示通行，不闯红灯。
2. 步行时请走人行道，过马路时请走人行横道（斑马线），不攀越

护栏，不横穿马路。
3. 学生年满 12周岁才可骑自行车；年满 16周岁才可骑电动自行车；

骑车时请在非机动车道行驶，不得逆向行驶，不要突然猛拐。
4. 不乘坐无牌无证机动车、电动三（四）轮车；驾乘二轮摩托车请

戴好安全头盔；不要在车行道上等候招拦出租车。
5. 曲阜市人民政府定于 2019 年 10 月 10 日起实施城区“三小车辆”

（不符合国家标准、未列入国家工信部目录、不具备依法登记上牌条件的
机动三轮车、电动三轮车、电动四轮车，简称“三小车辆”）禁行工作。
“三小车辆”是不符合国家标准的机动车，不能办理牌照，发现在禁行
区域内行驶、乱停乱放的“三小车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等法律规定，对车辆予以收缴，强制报废，处二百元以上二
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 15 日以下行政拘留。禁行范围：孔子大
道（含）以北、西外环金兰路（含）以东、北外环（含）以南、京台高
速公路以西的区域及高铁广场周边 1000 米范围内、日兰高速公路出口北
至孔子大道路段（含 104国道、轩辕路）。

6. 严禁家长使用“三小车辆”接送学生，学生拒绝乘坐“三小车辆”。
最后，祝家长和同学们守法平安文明出行，平安是福！

曲阜市教育和体育局
曲阜市公安局
2019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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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交通承诺签名

我已收到曲阜市教育和体育局、曲阜市公安局印发的《致

全市中小学生及家长的一封信》，我已认识到“三小车辆”上

路行驶是违法行为，建设文明城市人人有责，作为曲阜市民中

的一员，出于对个人和家人安全负责，我承诺遵守各项交通安

全法律法规、文明出行，做遵法守法市民，我承诺不乘坐“三

小车辆”，劝导家长不驾驶“三小车辆”出行，对我家存有的

“三小车辆”按规定时间进行处理。

学校： 年级： 班级：

学生 父亲 母亲 祖父 祖母

家长联系电话： 班主任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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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全体电动车销售网点的告知书

各电动车销售网点：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现将“三小车辆”销售有

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全市禁止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未获得 CCC 认证、未

列入国家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目录、

不具备依法登记上牌条件的机动三轮车、电动三轮车、电动四

轮车。

二、7 月 15日前，自行处理现有不达标车辆及配件。

三、2019 年 7 月 15 日后，如发现有违反上述规定的，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市公安部门、市经信部门将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

律、法规依法进行查处。

2019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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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售“三小车辆”承诺书

本网点郑重承诺：

一、不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未获得 CCC 认证、未列入国

家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目录、不具备

依法登记上牌条件的机动三轮车、电动三轮车、电动四轮车。

二、7 月 15 日前，将通过退货等方式自行处理现有上述不

达标车辆及配件。

三、如有违反上述规定，自愿接受有关部门处罚。

承诺网点（签名或盖章）：

2019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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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市电动车销售网点摸排调查表
市场监督管理所 年 月 日

1 单位名称 经营地址 负责人 联系电话

电动车类型 机动三轮车 电动三轮车 电动四轮车

品牌

未售数量

2 单位名称 经营地址 负责人 联系电话

电动车类型 机动三轮车 电动三轮车 电动四轮车

品牌

未售数量

3 单位名称 经营地址 负责人 联系电话

电动车类型 机动三轮车 电动三轮车 电动四轮车

品牌

未售数量

填表说明：本表格由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统计于 7月 15日前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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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全市电动车生产企业的告知书

各电动车生产企业：
近年来，不符合国家标准、未列入国家工信部目录、不具备

依法登记上牌条件的机动三轮车、电动三轮车、电动四轮车（简
称“三小车辆”），快速增长，存在着生产经营无序、车辆无牌
上路、驾驶人无证驾驶等问题，引发了大量道路交通安全事故，
严重影响城市交通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山东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低速电动车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鲁政
办字 2018〔241〕号）要求和市委、市政府统一安排部署，我市
将对“三小车辆”进行整顿。现告知如下：

一、严禁生产、销售未经许可及未取得强制认证的低速电
动车；

二、严禁未取得营业执照和无任何生产资质的企业从事生
产经营活动，如有发现将依法取缔查封；严禁超出营业执照许
可范围经营；

三、严禁借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以
下简称《公告》）生产低速电动车，对借用《公告》生产的企
业，应立即整改，停止生产销售违规产品。对拒不整改的，将
逐级上报工信部依法暂停其《公告》资质；

四、停止备案低速电动车投资项目，严禁扩建低速电动车
生产厂房，严禁新增低速电动车车型；

五、有条件的低速电动车生产企业可加大研发投入，提升
质量水平，申请国家新能源汽车生产资质，或通过转型升级、
并购重组等方式与现有机动车生产企业合作，生产符合相关标
准的道路机动车辆，进入工信部产品目录后方可进行生产。

六、如有违反上述严禁事项的生产企业，将依法依规严厉
查处。

2019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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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生产“三小车辆”承诺书

本法人单位承诺：

严格按照市委、市政府对不符合国家标准、未列入国家工信

部目录、不具备依法登记上牌条件的机动三轮车、电动三轮车、

电动四轮车（简称“三小车辆”），的整顿要求，停止生产销售

“三小车辆”，全面整改，严格按照经营许可依法依规从事生

产经营活动，如果违反依法接受处罚。

单位（盖章）

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

2019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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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市低速电动车生产企业情况调查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表人（签字）： 主要负责人（签字）： 填表时间：

企业名称 所属镇街、开发区
生产低速电动车类型

（三轮、四轮）
营业范围 企业地址

填表说明：本表格由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统计于 7月 15日前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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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市“三小车辆”禁行

工

作

手

册

二〇一九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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