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至今
广州中心城区
非机动车道

总里程增幅超38%

广东拟规定“电动自行车不得在人行道上行驶”引热议

人行道上“行路难”
如何如何破破解解？？羊城晚报记者 王楠 郭思琦

近日，广东省司法厅
公布《广东省电动自行车
管理条例（送审修改稿）》
（下称“送审修改稿”），
正面向社会公众征集意
见，截止时间至 2021 年
11月30日。在通行规则
中，送审修改稿新增了电
动自行车“不得在人行道
上行驶”引发热议。

一方面，市民饱受电
动自行车在人行道上横
冲直撞之苦；另一方面，
广州部分街道并没有设
置专用的非机动车道，电
动自行车车主在机动车
道上骑行又怕不安全。
如何破解人行道上“人车
抢道”难题，让行人、电动
自行车都能有路可走、各
行其道？近日，记者走访
了广州部分路段进行了
实地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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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校资源撤出对民校会
带来什么影响？

广州市民办教育协会会长
陈峰认为，很多挂公办学校的民
校已经发展了一段时间，跟着

“师傅”学习有了自己的教学模
式，“满师”的不会有什么影响。
但部分民校面临的问题是，公校

派驻的校长和师资要撤出，但自
己还没培养好替补队员和接班
人，还没形成自主管理力量，相
对而言就会受到影响。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广
州中学名誉校长吴颖民表示，
过去民办教育借助了很多公
办教育的名气和品牌，现在要

将民办学校和公办学校的资
源划分清楚，但公办学校依旧
可以支持民办学校，只是不能
挂牌、不能收取品牌费等。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
究员储朝晖认为，民校教学资
源会有一定的改变，可能资源
相较之前将有明显的差距。

家长和公众的关心比较务实：今后民办学
校还能读吗？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弄清未来
民办义务学校路在何方。

电动自行车“抢道”
人行道上“行路难”

记者在石牌东路与黄埔大
道交会处看到，此处并没有设置
非机动车道。不时有电动自行
车在两旁的人行道上骑行，而且
车速比较快。在人行道较窄的
位置，电动自行车有时还会和行
人“擦肩而过”。

市民王女士告诉记者：“我
每天上班都会经过这里，在人行
道上走路的时候都要非常小心，
生怕一不小心就被撞了。”

家住石牌东的张女士则表
示，有一次，自己站在斑马线等红
绿灯，结果被一名骑车冲上人行
道的外卖小哥撞到了大腿。“虽然
撞伤我的外卖小哥没有直接骑车

逃逸，还下车询问了我的情况，但
是我想到即使让对方赔偿，对方
也不一定能赔得了。所以只能无
奈地让他走了。”

机动车道车速较快
靠边骑行也很危险

近日，记者在走访越秀区农
林下路王府井百货门口的路段
时看到，该路段机动车道为双向
四车道，机动车道两旁有宽阔的
人行道，但没有设置专门的非机
动车道。

记者在人行道上蹲点观察
发现，该路段的人行道上不时有
电动自行车在其中行驶。记者
粗略地计算了一下，10分钟内大
约有52辆电动自行车在人行道
上通过，其中还有6辆电动自行

车逆行，平均每分钟约有5辆电
动自行车通过，车速较快。

途经的电动自行车车主周
先生告诉记者：“我也不想走人
行道，但是这边道路规划不合
理，没有非机动车道，我们无道
可走。况且机动车道车辆多、车
速快，即使我们靠着机动车道边
上骑行也很危险。”周先生还提
到，有一些地方的人行道上划分
出了非机动车道的区域，但区域
很窄，骑行起来也不方便。

另一位途经此处的车主王
女士表示，除了没有非机动车道
外，这边也没有标识提醒电动自
行车需要在人行道上推行，“哪
怕有要求电动自行车在人行道
上推行也不方便，因为这段人行
道有几百米，推行需要花费的时
间比较久。”

据羊城晚报记者不完全统
计，目前至少有23所民办学校
经教育局同意后进行更名。其
中白云区 12 所、海珠区 4 所、
花都区2所、黄埔区4所、番禺
区1所。

这些学校原名大致可以分
为含知名大学、含知名中学名
两类。包括中大系、华师系、广
外系，华附系、广附系、广雅
系、六中系等。

例如，中山大学附属小学
改为广州市海珠区中山小学，
广州市北大附中为明广州实验
学校改为广州市为明学校，广
州市广外附设外语学校改为广
州市外语实验学校，广州市白

云区华师附中新世界学校改名
为广州市白云区华新学校。

广州白云广雅实验学校改
为广州市白云区广州云雅实验
学校，广州白云广附实验学校
改为广州市白云区金广实验
学校，广州市海珠区六中珠江
中学改为广州市海珠区珠江
中学，广州市白云区六中珠江
学校改为广州市白云区珠江
实验学校，广州市南武实验学
校改为广州市海珠区南实初
级中学，广大附中花都实验学
校改为广州市花都区花广学
校，黄埔区玉岩天健实验学校
更名为广州市黄埔区天健学
校等。

改名，只是开始。记者获
悉，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广东实验中学等多所公办名
校，已经开始陆续将此前派驻
民办学校的校长、师资等撤
回。

“此前派驻天河、白云等区
民办学校的校长、老师已经回
到本校。国家政策是两年过渡
期，但学校计划一年左右就将
派驻所有民校的校长和老师撤
回。”一位从民校撤回到公办
名校的校长告诉记者。“按市
教育局要求，所有的公参民学
校明年年底前要完成脱钩。”
一位公校校长说。

今年7月，教育部等八部门
发布《关于规范公办学校举办

或者参与举办民办义务教育学
校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提出“公参民”义务教育学校若
不符合要求，可视情况转为公
办学校或终止办学。

通知规定，公办学校不得
向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新增派具
有事业编制的教职工。已经派
出的，分阶段分步骤有序引导
退出。

通知规定，公办学校单独
举办、公办学校与地方政府及
相关机构合作举办的义务教育
学校，应办为公办学校；公办
学校与其他社会组织、个人合
作举办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
符合“六独立”要求（即独立法
人资格、校园校舍及设备、专任

教师队伍、财会核算、招生、毕
业证发放）的，可继续举办民办
学校，但应在履行财务清算等
程序，并对民办学校及相关单
位、企业等使用公办学校校名
或校名简称进行清理后，公办
学校逐步退出；经协商一致且
条件成熟的，也可转为公办学
校。政策规定的过渡期为2年。

也就是说，“公参民”学校，
要么转为公办学校，若继续为
民校，须切割与公立学校在名
字、教师、财务、招生、行政、办
学等方面的关系。

因此，对于家长、公众来
说，能看到的也许只是更名，
但深一层的人事、财务、办学
切割，难以真正体会。

对于家长来说，面对民校变
局，需要清楚民校状况，转变教育
观念。今后，民办学校要独立发
展，重点在于打造区别于公校的
教学特色。家长要很明白，想给
孩子怎样的教育，从而选择公校
还是民校。

广州市执信中学校长何勇建

议，引导公众理性选择学校，应推
进教育评价改革。“改进结果评
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
价，健全综合评价。如果能从学
生入学及毕业情况、素质教育落
实情况、全面发展情况及学校教
育教学活动开展情况等多维度考
核学校、老师、学生，且所有考核

指标和结果公开、透明，全部向社
会公布，让公众看到每个学校的
教育能力、办学水平，不同孩子在
不同学校获得的发展进步，让大
家都理解接受‘适合自己孩子的
教育就是最好的教育’，家长自然
能够理性选择，不再只盯着分数
选择学校。”何勇说。

未来经过淘汰，能生存下来
的民校，必将是有鲜明办学特色
的学校。

吴颖民指出，公民同招之后，
报名人数超过招生名额的民办学
校电脑摇号派位，民校不能再

“掐尖”，很大程度上从卖方市场
变为了买方市场。

一位校长表示，未来能生存
的民校是两种，一种是高质量的
普通教育，另一种是个性非常突

出、特色非常鲜明的特色教育。
吴颖民认为，未来民办学校

面临生源选择性降低、多样性增
加、同台比拼加剧的趋势。学校
要做好两件事，一是分层走班、
因材施教；二是打造特色，锻造
优势。面对不再整齐的生源，民
办学校必须打造质量和特色，吸
引一些家庭愿意放弃免费的公办
教育前来就读才能生存下去，因
此民校必须提高师资待遇留住好

老师，加大软硬件投入研发更有
效的教学方法。

而另一方面，2017年实施的
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禁设义务教
育阶段的营利性民办学校。强调
民办学校的非营利性质。也就是
说，对于投资民校的资本来说，不
能赚钱的同时还要加大投入，自然
会有一些资本主动退出，留下公益
基金和真正有教育情怀的投资者，
让教育回归育人本身。

陈峰认为，未来民校会有三
大趋势：一是数量，民校总体规
模和数量会缩小；二是质量，民
校在本次政策的优胜劣汰之下，
质量会有一定程度提升；三是定
位，民校将从教育发展的重要力
量，变成教育发展的有益补充。

吴颖民表示，过去除部分提
供优质特色教育的民办学校之
外，大部分民校是为没有户籍但
又进不了公校的群体服务的。随
着政府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受教
育权利的全面保障，以及政策对
民办教育质量的要求提高，这些
普通民校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其减少是必然的。

此外，教育部通知出台之
后，江苏、湖南、四川等省纷纷公
布了“规范民办”文件细则，大致
透露三个方向：不再审批新民校
（含新校区）；不得同意已有民校

扩大办学规模；压减民校在校生
占比，省域范围控制在5%以下，
县域范围控制在15%以下。

广州虽然还没有明确民校
控制比例，但可参考隔壁“兄弟”
城市深圳。近日出台的《深圳市
民办义务教育收费管理办法》提
到，到2025年，深圳义务教育阶
段民校，将从目前占比 33.6%下
降为15%。

广州义务教育民校占比几
何？广州市教育局发布的“2020
学年广州市教育事业发展统计
公报”显示，全市共有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 1411 所，在校生 150
万 人 ，小 学 992 所 、初 中 419
所。其中，民办中小学 359 所，
在校中小学生 44.24 万人，专任
教师共约 2.68 万。以此数据计
算，广州义务教育民校学生占比
约为29.3%。

未来民办学校的路在何方?

公校资源撤出对民校有何影响？

为解决道路交通中存在的机非
混行、人车混行、电动自行车抢道等
问题，目前广州不少的区已经开始
因地制宜地探索实施了不同形式的
机非分离、非机动车道的建设。

记者从广州黄埔发布了解到，
今年，黄埔区推进机非分离改造，累
计改造、新建非机动车道10.8千米，
相续探索出3种形式：

一是安装隔离护栏。对于普通
道路，将车行道进行“瘦身”，通过安
装隔离护栏，实现机非分离、车辆各
行其道。目前，已经在香雪八路、青
年路、珠江北路、丹水坑路等10个
路段推广，相继完成非机动车道约
8700米；

二是路面下沉式改造。在景观
大道上，通过标高调整绿道下沉
15-20厘米，把原先和人行道共板
的绿道下沉，与车行道平齐，并铺
设沥青、做好非机动车道标识、指
示牌。专道专行，有效解决了之前
人车混行，磕碰频发、人行道上骑
行颠簸不适等问题。目前，在九龙
大道何棠下段、九佛墟段改造下沉
式非机动车道2100米。

三是调整道路微循环。考虑黄
埔港片区道路受宽度不足等因素影
响，通过将局部道路双向通行调整
为单向，并增设非机动车道的模式，
构建区域交通微循环系统。目前，
在这些单向通行路段，虽然机动车
道有所缩减，但车道通行效率却明
显提升。

记者还从广州天河发布获悉，
天河猎德街临江大道与海清路交会
口路面上也设置了人车分离“斑马
线”，原本人行斑马线旁新画上了自
行车道标志线，非机动车过斑马线
有了“专用道”。

广州市交通运输局11月公布的
数据显示，近年来，广州城市交通方
式结构有较大改变，慢行系统仍在
发展完善。中心城区设置非机动车
道的主次干路总里程由2016年的
700公里增加至现在的967公里，增
幅超过38%，中心城区划设的非机动
车停放区容量也超过了68万辆。

广东省电动车商会副秘书长
巫立东：

保障电动自行车路权的同时，
更要保障行人的路权
我认为，“电动自行车‘不得

在人行道上行驶’”是非常有必要
写进条例的，因为这个条例不仅
仅要保障电动自行车的路权，同
时也更加应该要保障行人的路
权。

对于如何解决电动自行车和

行人“抢道”的问题，我主要是从
以下三方面来考虑：一是道路资
源不足问题。政府相关部门应该
要多想办法去解决此问题，也就
是说让电动自行车有路可以走；
二是保障道路通畅的问题。现在
有些路段本来是有非机动车道
的，但是却被很多障碍物给挡住
了。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对
车主进行引导，如引导车主下车
去推行或者临时借用一下人行
道。此外，相关部门还应该多点

研究一些办法来保障非机动车道
的 道 路 畅 通 ；三 是 宣 传 教 育 问
题。对于这种“人车抢道”的现
象，我认为宣传教育可能会比罚
款等其他方式更有效。

广东盈隆律师事务所管委会
副主任王学堂：

无非机动车道路段应考虑
允许电动自行车借道人行道

如果规定电动自行车不得在
人行道上行驶，但是又没有设置

非机动车车道给它们来行驶，电
动自行车确实会面临“无路可走”
的境地。我认为，允许电动自行
车在人行道上借道，并对其要求
做到合理避让行人，可能是目前
来说比较可行的办法。

当然，我们还是主张行人和
电动自行车要分道行驶、各行其
道。但是，在现有的非机动车道
路资源稀缺的情况下，我认为只
要确保安全的情况下，电动自行
车选择在人行道上借道行驶是不

存在问题的。因为单独划一个非
机动车道不是太现实，特别是在
老城区。同时，我们还要强调电
动自行车驾驶人的素质，在人行
道上借道行驶时，应该要做到“车
让人”，而不能是“人让车”。

此外，我们要通过教育、通过
法律的规制作用，让大多数人更
尊重法制。当电动自行车与行人
发生碰撞时，使用人以及雇佣使
用人的平台和企业都应该要承担
责任。

部分非机动车道被占用

记者在天河路百脑汇到天
河电脑城路段走访时留意到，该
路段的人行道上虽然规划了非
机动车道，但非机动车道上偶尔
会出现被停放的电动自行车或
其他杂物、报刊亭占用等情况。
此外，还有部分行人会在非机动
车道上行走。

车主谢先生告诉记者，他平

时上班都骑电动自行车经过此
处，如果遇到车流大、迎面驶来逆
行的电动自行车或者车道被停放
的电动自行车或其他杂物、报刊
亭占用等情况，他就不得不将电
动自行车骑上人行道。

大部分车主能按道行驶

记者观察发现，在天河路百
脑汇到天河电脑城路段，虽然
会出现非机动车道被占用的情

况，但是由于该路段设置了非
机动车道，大部分的电动自行
车车主都能在非机动车道上行
驶。与未设置非机动车道的路
段相比，此处“人车抢道”现象
明显减少。

在存在非机动车道被报刊亭
或者杂物占用的路段，记者看到，
大部分电动自行车车主会选择从
人行道借道，绕过障碍物后，重新
回到非机动车道上行驶。

未设置非机动车道路段

行
人

车
主

设置非机动车道路段

如何让行人和电动自
行车各行其道、实现人车分
流？记者留意到，送审修改
稿中在电动自行车通行规
则以及非机动车道设置等
方面进行了相关规定。

那么，这些条款对于
实现行人和电动自行车
“各行其道”是否有帮助
呢？对此，记者采访了业
内人士和法律专家。

至少23所民办学校已更名

公办名校撤回派驻民校师资

推进教育评价改革 引导家长理性择校

民校必须发展特色教育

义务教育民校将大幅减少

聚焦热点热点热点热点热点热点热点热点热点热点热点热点热点热点热点热点热点热点热点热点热点热点热点热点热点热点热点热点热点热点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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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日，广州20多所
民办学校改名。记者获

悉，华附、省实等公办名校，已
经开始陆续将派驻民办学校的校
长、师资撤回。政策明确，“公参
民”学校，要么转公办，若继续为民
校，须切割与公立学校在名字、教
师、财务、招生、行政、办学等方面
的关系。

未来民校办学质量还好
吗？将如何变局？公校、

民校如何选择？

羊城晚报记者 蒋隽

广州民校改名之后，公校师资陆续撤出

“公参民”脱钩，
民校还“香”吗？

天河路百脑汇到天河电脑城路段天河路百脑汇到天河电脑城路段，，许多行人走在非机动车道上许多行人走在非机动车道上 郭思琦郭思琦 王楠王楠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