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修正案（送审稿） 

 

一、在第九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不得以个人名义登记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 

原第三款、第四款作为第四款、第五款。 

二、将第十三条第一款修改为：“对登记后上道路行驶的机

动车，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根据车辆用途、载客载

货数量、使用年限等不同情况，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对提供

机动车行驶证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单的，机动车安全技

术检验机构应当予以检验，任何单位不得附加其他条件。经检验

符合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且机动车没有未处理的交通事故

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录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

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 

三、将第九十二条修改为：“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从事校车

业务或者旅客运输，载客超过核定乘员的，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

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暂扣六

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十五日以下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

驶证。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前款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依照

前款罚款、拘留和没收违法所得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公路客运车辆违反规定载货的，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

罚款。 

“货运机动车超过核定载质量的，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

罚款；超过核定载质量百分之三十或者违反规定载客的，处五百

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本条第三款、第四款行为负有直

接责任的，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有本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四款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扣留机动车至违法状态消除。” 

四、在第九十九条后增加三条，作为第九十九条之一、第九

十九条之二、第九十九条之三： 

“第九十九条之一  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从事校车业务或者

旅客运输，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情节较重的，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暂扣六个月机动车

驾驶证，可以并处十五日以下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前款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依照

前款罚款、拘留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第九十九条之二  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违反危险化学品安

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处五万元

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暂扣六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可以并处十五



日以下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吊销机动车驾驶

证；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后，不得驾驶营运机动车。 

“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前款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依照

前款罚款、拘留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

险化学品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十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重新取

得机动车驾驶证后，不得驾驶营运机动车。 

“第九十九条之三  代替实际驾驶人接受机动车交通违法处

罚和记分并从中牟取经济利益的，处暂扣六个月机动车驾驶证，

并处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代替实际驾驶人接受机动车交

通违法处罚和记分并从中牟取经济利益，被处罚后再犯的，以及

组织、介绍他人代替实际驾驶人接受机动车交通违法处罚和记分

并从中牟取经济利益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二千元以上五

千元以下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

驾驶证。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部分条款修改前后对照表 

（加粗字体为增加或者修改内容，加边框字体为删除内容） 

 

修改前 修改后 

第二章车辆和驾驶人 第二章车辆和驾驶人 

第九条  申请机动车登记，

应当提交以下证明、凭证： 

    （一）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

证明； 

    （二）机动车来历证明； 

  （三）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

证明或者进口机动车进口凭证； 

  （四）车辆购置税的完税证

明或者免税凭证；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应当在机动车登记时提交的其

他证明、凭证。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

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五个工作

日内完成机动车登记审查工作，

对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应当发

第九条  申请机动车登记，

应当提交以下证明、凭证： 

    （一）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

证明； 

（二）机动车来历证明； 

  （三）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

证明或者进口机动车进口凭证； 

  （四）车辆购置税的完税证

明或者免税凭证；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应当在机动车登记时提交的其

他证明、凭证。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

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五个工作

日内完成机动车登记审查工作，

对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应当发



放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和行驶

证；对不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

应当向申请人说明不予登记的

理由。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以

外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发

放机动车号牌或者要求机动车

悬挂其他号牌，本法另有规定的

除外。 

  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

驶证的式样由国务院公安部门

规定并监制。 

放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和行驶

证；对不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

应当向申请人说明不予登记的

理由。 

    不得以个人名义登记危险

货物运输车辆。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以

外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发

放机动车号牌或者要求机动车

悬挂其他号牌，本法另有规定的

除外。 

  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

驶证的式样由国务院公安部门

规定并监制。 

第十三条  对登记后上道

路行驶的机动车，应当依照法

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根据车辆

用途、载客载货数量、使用年限

等不同情况，定期进行安全技术

检验。对提供机动车行驶证和机

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单的，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应当

予以检验，任何单位不得附加其

第十三条  对登记后上道

路行驶的机动车，应当依照法

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根据车辆

用途、载客载货数量、使用年限

等不同情况，定期进行安全技术

检验。对提供机动车行驶证和机

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单的，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应当

予以检验，任何单位不得附加其



他条件。对符合机动车国家安全

技术标准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应当发给检验合格标志。 

对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检验

实行社会化。具体办法由国务院

规定。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实行

社会化的地方，任何单位不得要

求机动车到指定的场所进行检

验。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机

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不得要

求机动车到指定的场所进行维

修、保养。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

对机动车检验收取费用，应当严

格执行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核

定的收费标准。 

他条件。对经检验符合机动车国

家安全技术标准的，且机动车没

有未处理的交通事故和道路交

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录的，由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核发给

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 

对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检验

实行社会化。具体办法由国务院

规定。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实行

社会化的地方，任何单位不得要

求机动车到指定的场所进行检

验。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机

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不得要

求机动车到指定的场所进行维

修、保养。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

对机动车检验收取费用，应当严

格执行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核

定的收费标准。 

第七章法律责任 第七章法律责任 

第九十二条  公路客运车 第九十二条  公路客运车



辆载客超过额定乘员的，处二百

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超过额

定乘员百分之二十或者违反规

定载货的，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

以下罚款。 

货运机动车超过核定载质

量的，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

罚款；超过核定载质量百分之三

十或者违反规定载客的，处五百

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有前两款行为的，由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机动车至

违法状态消除。 

运输单位的车辆有本条第

一款、第二款规定的情形，经处

罚不改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

款。 

辆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从事校

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载客超过

额核定乘员的，处二五百元以上

五百二千元以下罚款；超过额定

乘员百分之二十或者违反规定

载货情节较重的，处五百二千元

以上二千五千元以下罚款，暂扣

六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十五

日以下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吊销机动车驾驶

证，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

证。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运输单位的车辆有本条第

一款、第二款规定的情形，经处

罚不改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

款。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前

款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依照前

款罚款、拘留和没收违法所得的

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公路客运车辆违反规定载

货的，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



罚款。 

货运机动车超过核定载质

量的，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

罚款；超过核定载质量百分之三

十或者违反规定载客的，处五百

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运输单位的车辆机动车所

有人、管理人有对本条第一三

款、第二四款规定的情形，经处

罚不改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处二千元

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有本条前两第一款、第三

款、第四款行为的，由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扣留机动车至违

法状态消除。 

第九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处

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一）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或者机动

车驾驶证被暂扣期间驾驶机动

车的； 

第九十九  条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处

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一）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或者机动

车驾驶证被暂扣期间驾驶机动

车的； 



  （二）将机动车交由未取得

机动车驾驶证或者机动车驾驶

证被吊销、暂扣的人驾驶的； 

  （三）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

尚不构成犯罪的； 

  （四）机动车行驶超过规定

时速百分之五十的； 

  （五）强迫机动车驾驶人违

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机

动车安全驾驶要求驾驶机动车，

造成道路交通事故，尚不构成犯

罪的； 

  （六）违反交通管制的规定

强行通行，不听劝阻的； 

  （七）故意损毁、移动、涂

改交通设施，造成危害后果，尚

不构成犯罪的； 

  （八）非法拦截、扣留机动

车辆，不听劝阻，造成交通严重

阻塞或者较大财产损失的。 

  行为人有前款第二项、第四

项情形之一的，可以并处吊销机

动车驾驶证；有第一项、第三项、

  （二）将机动车交由未取得

机动车驾驶证或者机动车驾驶

证被吊销、暂扣的人驾驶的； 

  （三）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

尚不构成犯罪的； 

  （四）机动车行驶超过规定

时速百分之五十的； 

  （五）强迫机动车驾驶人违

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机

动车安全驾驶要求驾驶机动车，

造成道路交通事故，尚不构成犯

罪的； 

  （六）违反交通管制的规定

强行通行，不听劝阻的； 

  （七）故意损毁、移动、涂

改交通设施，造成危害后果，尚不

构成犯罪的； 

（八）非法拦截、扣留机动

车辆，不听劝阻，造成交通严重

阻塞或者较大财产损失的。 

  行为人有前款第二项、第四

项情形之一的，可以并处吊销机

动车驾驶证；有第一项、第三项、



第五项至第八项情形之一的，可

以并处十五日以下拘留。 

第五项至第八项情形之一的，可

以并处十五日以下拘留。 

 第九十九条之一   在道路

上驾驶机动车从事校车业务或

者旅客运输，超过规定时速行驶

的，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

款；情节较重的，处二千元以上

五千元以下罚款，暂扣六个月机

动车驾驶证，可以并处十五日以

下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前

款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依照前

款罚款、拘留的规定予以处罚；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第九十九条之二   在道路

上驾驶机动车违反危险化学品

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

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处五

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暂扣

六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可以并处

十五日以下拘留；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吊销机动车

驾驶证；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后，不得驾驶营运机动车。 

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前

款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依照前

款罚款、拘留的规定予以处罚；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违反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

危险化学品发生重大交通事故，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十年内

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重

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后，不得驾

驶营运机动车。 

 第九十九条之三   代替实

际驾驶人接受机动车交通违法

处罚和记分并从中牟取经济利

益的，处暂扣六个月机动车驾驶

证，并处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

罚款。代替实际驾驶人接受机动

车交通违法处罚和记分并从中



牟取经济利益，被处罚后再犯

的，以及组织、介绍他人代替实

际驾驶人接受机动车交通违法

处罚和记分并从中牟取经济利

益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

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吊

销机动车驾驶证，五年内不得重

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有违法所

得的，予以没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