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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委员建议：明确责任，科学处置
““僵僵尸尸车车””占占道道堵堵路路谁谁来来管管？？

【调查】

占道又堵路
环境被破坏

为了加强对长期停放废旧机动车
的清理整治， 近日， 市占道经营整治
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制定并印发了
《2017年集中整治长期停放废旧机动
车工作方案 》， 针对侵占城市道路 、
背街小巷、 公共区域、 居民社区、 城
乡结合部长期停放废旧机动车问题，
以城六区为重点， 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全面排查和清理。

说到长期停放废旧机动车， 不少
人又称之为 “僵尸车”。 所谓 “僵尸
车 ” 是指那些因为长期无人使用维
护， 落满灰尘， 形似僵尸的车辆。 调
查中， 记者发现这些 “僵尸车” 既有
自行车， 也有汽车。 对此， 人们有所
抱怨。

“这些 ‘僵尸车’ 不仅占道 ， 还
破坏环境。” 家住西三环的王女士介
绍， “在路边， 我经常见到这种 ‘僵
尸车 ’， 轮胎也瘪了 ， 车身特别脏 ，
有的车身上还会贴着各种广告贴纸。
七扭八歪地横在路边， 简直就是 ‘拦
路虎’。”

在今年2月底， 朝阳区城管部门
联合属地综治、 社区开展了对 “僵尸
车” 专项整治行动中， 工作人员就发
现这么一辆 “僵尸车”。 在珠江帝景
小区南门， 一辆破旧的面包车停放在
最里侧车道， 朝向马路一边的后车窗
已经被砸碎 ， 露出堆了一车的旧车
胎、 编织袋等杂物， 车身四周都被写
上了收车电话。

据执法人员介绍， 这辆车停在这
里已有约一年的时间， 占据小区停车
位， 没少被居民举报。 除了这辆车，
旁边还有一辆摩托车也是这次清理的
对象。 这辆摩托车被绳子捆在树上，
脚蹬子早就没了踪影。

居民郝先生说， 小区里车位特别
紧张， 看着破破烂烂的 “僵尸车” 占
着车位， 就希望赶快有人把它清走，
腾出车位。 “不光是腾退出了公共空
间， 这些破车被清走了， 小区里也敞
亮了、 整洁了！” 居民张女士表示。

在很多城市都存在着 “僵尸车 ”
占道的现场。 早在2014年， 在湖北十
堰市某小区就停放着两辆 “ 僵 尸
车 ” 。 由于停放时间过长， 一旁山
体上的藤蔓爬满了车身。 “这种奇特
的风景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市民刘

静说 ， “不仅是占道 ， 有的 ‘僵尸
车’ 电路老化、 由于长期停放路边，
经受风吹日晒这么多年， 很易发生自
燃事故， 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啊。”

责任难归属
清理遇难题

“比起僵在道路上的僵尸汽车 ，
僵尸自行车也不少啊。” 市民刘静观
察， 自己所在的单位和小区都有这样
的 “僵尸自行车” 存在。 “小区的自
行车存车棚总有些满身脏土、 车轮生
锈的车被人 ‘丢弃’， 常年没人来骑。
车辆管理员都找不到车主， 但是又不
敢去扔。 还有社区道路上也有， 甚至
单位的存车棚也有。 这些 ‘僵尸车’
占用存车空间 ， 实在是种浪费啊 。
但是在对于 ‘僵尸车’ 的管理上， 确
实存在着不少难题。”

采访中 ， 记者发现刘静提到的
“僵尸车” 管理难题的确困扰着不少
部门。 据了解， 如果是停放在道路上
的 “僵尸车” 并且造成交通阻碍的，
交警部门勘察后可直接拖走， 之后通
过查询车牌后与车主取得联系， 对其
进行处理。 但没有交通违法， 或是停
放在停车位或是小区内的车辆， 交警
部门不能对其处理。

“‘僵尸车’ 存在的位置不同貌似
管理的部门就会不同 ， 交管 、 停车
场、 小区物业感觉都能管， 却又无法
确定。 确实有点让人头疼。” 市民李
诚说， “再有 ‘僵尸车’ 形成的原因
也很多， 比如， 有的是对报废车的回
收价格不满意， 放在那里懒得负责；
有的因为车辆接近报废， 维修成本比
较高， 索性丢弃； 还有可能是失窃车
辆， 或犯罪分子作案后遗弃的车辆。”
李诚建议， 要想让 “僵尸车” 得到整
治， 还需要多方联动集中开展清理。

【行动】

开展专项行动
联合属地综合治理

在对于 “僵尸车” 的管理上， 也

有不少值得推荐的做法。 今年2月底
开始 ， 朝阳区城管部门联合属地综
治、 社区开展了对 “僵尸车” 专项整
治行动。 通过前期摸排， 在五环内共
发现了500余量 “僵尸车 ”， 截至目
前， 已经进行了全部清理。

由于这些僵尸车长期不开， 已经
基本无法开动。 为了将车辆移走， 执
法人员特意调来铲车， 先将僵尸车从
地上铲起， 然后拖到货车上。 之后再
由货车将这些僵尸车运送到报废车辆
拆解厂， 然后按照程序， 将对僵尸车
进行报废拆解。

据了解， 经过前期摸排， 朝阳区
五 环 路 境 内 向 这 样 的 僵 尸 车 一 共
有 500余辆。 “不能因为这些车长期
闲置 ， 乃至被废弃 ， 就强行处理 。”
执法人员介绍， 整治前一周， 先在这
些车身上贴提示单 ， 让车主自行清
拖， 但仍有3辆车没有人认领。 由于
有的车连车牌都没有， 无法联系上车
主， 所以就先把这些车一一登记在册
并拖移至城管库房保存， 再做下一步
处理。

海淀在快速解决局部地区个别僵
尸车问题的基础上， 举一反三， 由区
城管执法协调办统筹组织， 在全区部
署开展了清理整治废旧车辆专项行
动。 截至5月底， 全区共摸排出占用
公共资源的废旧车辆632辆， 其中机
动车394辆， 非机动三轮车238辆。

通过告知查找到所有人并自行清
理128辆 ， 执法部门已拖移清理 142
辆 ， 查处利用废旧车辆从事占道经
营 、 堆物堆料违法行为21起 ， 罚款
6000元， 专项行动取得初步成效。

专项行动重点清理整治侵占城市
道路、 人行道、 胡同街巷违规停放，
妨碍车辆、 行人正常通行的废旧机动
车， 以及清理整治侵占绿地、 广场、
桥下空间等公共区域， 侵占居民社区
范围内道路等区域违规停放， 影响环
境秩序的废旧机动车。 同时， 还将清
理山后地区随意停放 ， 从事占道经
营、 占道揽活以及涉及堆物堆料等违
法问题的工程车辆。

此次专项行动共分为三个阶段进
行， 即日起至6月30日为排查建账阶

段， 7月1日至8月31日将对排查建立
台账的 “僵尸车” 进行集中清理。

【建议】

明确责任
科学处置“僵尸车”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 ， “僵尸车 ”
无人认领， 是城管部门开展整治行动
困扰最大的一个问题 。 市政协委员、
北京市易行律师事务所主任刘凝也明
确表示， 对于僵尸车， 法律上确实没
有赋予某个部门什么权利去治理它。

一位城管执法人员表示， 每一辆
车都是有登记信息的， 除了法条的适
应性外， 整治这些车辆， 其实后续还
有一系列的问题， 比如车辆存放、 保
管等问题 。 如果停放在收费停车位
内， 谁收费谁管理？

刘凝委员表示， 对于僵尸车， 法
律 上 确 实 没 有 赋 予 某 个 部 门 什 么
权利去治理它。 僵尸车即使长期不使
用， 也是属于车主本人的。 如果它停
放的地方属于不能停车的位置， 也只
能告知车辆所有人拖走， 违法停车、
未按规定年检等问题， 也是处罚车辆
所有人， 对车本身的处理， 法律上并
不支持。

探其 “僵尸车” 的成因， 有政协
委员调查得出， 大部分 “僵尸车” 到
了报废年限又背着罚款， 车主索性置
之 不 理 ， 各 个 管 理 部 门 都 不 认 为
本部门负有主要责任而主动处置， 具
有执法权的部门对此问题似乎也很棘
手， 多数情形下听之任之。 治理 “僵
尸车” 尴尬的现状， 同样不只在北京
普遍存在 ， 乃至全国的整体情况来
看， 治理 “僵尸车” 的主要问题表现
在： 相应立法滞后， 缺少有关法律法
规； 处罚主体不明， 缺少具体执法部
门； 处罚力度不够， 缺少有效的处罚
方式。 因此， 有效治理 “僵尸车” 成
为考验各地各级政府治理能力的一道
难题。

对此， 政协委员们建议， 市政府
应明确各部门的处置责任， 立法机关
尽快出台相应地方性法规， 从制度设
计的角度， 明确治理 “僵尸车” 的责
任主体、 执法权限和处罚等， 为科学
处置 “僵尸车 ” 提供法律依据 。 同
时， 相关部门应公开向社会承诺该问
题的整体整治进程时间表， 完善车辆
报废、 回收体系， 如简化车辆报废手
续， 利用补贴等手段鼓励车主主动报
废车辆。

汽车的出现让民众出行更加便利，但随着汽车数量不断增加，一
些长期停放、无人维护的“僵尸车”也给人们生活的环境带来影响。 对
于“僵尸车”占道堵路的现状，大家在关注的同时，也发现处理“僵尸
车”上还存在着诸多管理盲区的难题。 如何破解“僵尸车”这道难题？
对此，政协委员建议，明确责任，科学处置“僵尸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