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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四川达州
交警出“奇招”治理电
动车违法行为引发不
少关注。从 4 月 16
日起，达州交警一大
队在查获电动车轻微
违法行为时，驾驶人
可以选择发朋友圈曝
光自己的违法行为并
呼吁大家引以为戒，
集满 20 个赞后再由
交警对其进行警告教
育处罚。

四川达州交警处理电动车违法出奇招：发朋友圈集赞，就能替代罚款。
有人为交警的创新之举拍手叫好，也有人担心执法者忘了这么一条铁律——

法无明文规定，公权皆不可为

16 日晚，达州市交警
官方微博发出一条《治理
电动自行车违法 达州
公安交警出“奇招”》的消
息。微博称：今年 3 月
以来，达州公安交警针对
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违法
行为开展了强力整治行
动，但“任性”的电动车违
法仍屡禁不止。为了增
强电动自行车驾驶人的
文明交通意识，达州交警
一大队在查获电动自行
车轻微违法行为时，驾驶
人可选择发朋友圈曝光
自己的违法行为，并呼吁
大 家 引 以 为 戒 ，集 满 20
个赞，交警对其实施警示
教育的处罚决定。

达州交警官方微博还
称，“处罚不是目的，教育
才是根本。我们希望行
人、非机动车驾驶人、机动
车驾驶人等所有的交通参
与者认识到：遵守交通法
规，即是为了维护畅通平
安的交通秩序，更是为了
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
全。”

达州交警一大队官方
微博还晒出一名违反交通
规则的驾驶人在朋友圈中
发布信息的截图，内容为：
由于我驾驶电瓶车在广电
路口逆向行驶被交警一大
队三中队民警查获，经过
民警的细心教导，我认识
了自己的错误，在此提醒
广大网友引以为戒，不要
以为电瓶车就可以犯错，
现在电瓶车也被规范管
理！

这条朋友圈下，有近
30 人 点 赞 并 有 多 人 回
复。

据了解，目前通过朋
友圈“曝光”自己违法行为
并集赞的做法，主要在达
州交警一大队辖区范围内
实施，即仅限达州市通川
区。

事件

电动车难管？
达州交警出“奇招”

很合理，建议普及
@IANXSY：这种执法方式

完全可以接受，真的太亲民了。
不仅仅让自己深刻，还让朋友牢
记，虽然被曝光有点尴尬。

@一碗米饭儿--：这种执法
方式很合理，也很可取，建议普
及。

@唐山老揣：点个赞，这种
办法比罚款效果要好！

@西南花都督：这种执法确
实不错，说直白点就是以教育人

为目的而不是钱。政府部门越
来越人性化。

@王亜軍：没毛病，教育一
个人，警示一朋友圈。

不可取，碰到没皮
没脸的咋办？

@张启飞：有法可依么？
@江子鸭：感觉这样不可

取，对于那种没脸没皮的人，让
他以此发朋友圈，他会不会还挺
开心的？会不会有人因为想和

交警一起发朋友圈，故意违反交
规？

@零下 30 度的北方：有很
多违章并不是故意的，而是对
状况真不了解！如果让我遇到
这事，宁愿接受处罚，也不发朋
友圈。

@码头的小鱼：我觉得这么
做是不对的。交警侵犯了驾驶
者的隐私，驾驶者没有义务把自
己的违法行为广而告之。

@Huang-鱼：不罚款吗，就
这样过了？汽车表示不服！

争议

针对集赞“免”处罚的具体
细节，达州交警一大队 18 日通
过官方微博回应称，这种集赞方
式只针对行人、非机动车首次轻
微违法行为；违法当事人深刻认
识到自己的错误；违法当事人可
自愿选择罚款处罚和集赞“免”
处罚两种方式。

达州交警一大队一名民警
介绍，由于驾驶摩托车或电动车
违法成本太低，车主甚至抱着

“无所谓的态度”，因此在整治的
过程中存在一定难度。她表示，

“光靠口头教育达不到好的效
果，朋友圈集赞这种方式，是对
交通安全意识的宣传和传播，

（交通违法者）把自己的行为告
诉身边的朋友，以后不要再犯类
似的违法行为。”

针对网上质疑该做法缺乏
法律依据的声音，上述民警回
应，朋友圈集赞“免”处罚并非强
制性做法。

达州交警一大队官方微博
也表示，不罚款不等于没处罚，
而是依法处以“警告”处罚。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八十九条规定：行人、乘车人、非
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
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
的，处警告或者五元以上五十元
以下罚款。

另据上述交警透露，自 4 月
16日该举措实施以来，已有10余
名违法当事人选择在朋友圈“曝
光”自己并集赞。“（这种做法）本着
教育的目的，让他们意识到该违法
行为是错误的。”她表示，如果效果
好，此项举措将持续开展下去。

回应

集赞“免”罚款非强制性做法

●为了整治驾驶人乱开远光
灯，深圳交警就曾推出乱开远光
灯者看灯“一分钟”的做法，通过
亲身体验的方式，提醒司机文明
驾驶。深圳交警当时也回应称，
此举是为了体验而非强制。

●为整治非机动车辆闯红
灯，山西临汾交警也曾出招：骑
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等闯红

灯者，每人罚写 100 遍“红灯停、
绿灯行”。这一做法也一度引发
关注，当地交警回应称，此做法
并非组织行为，而是一名协勤个
人所为，已经被叫停。

●近日，湖北大冶出现了
一种防闯红灯“神器”：几根黄
色“铁桩”分布于斑马线两侧，
在红灯状态下行人一旦越线，

“铁桩”会立刻喷出水雾，同时
提示行人“请遵守交通规则”。
大 冶 市 公 安 局 相 关 工 作 人 员
称 ，目 前 还 在 试 点 的 这 套“ 神
器”由“行人闯红灯自动识别抓
拍系统”和“行人过马路激光彩
虹道闸系统”组成，包括人脸识
别抓拍、激光、喷雾等设备，其
中喷雾为自来水，不会对行人
安全造成影响。

相关

各地交通治理“创新”不断

北京市君泽君（成都）律
师事务所陈小虎称，车主违
法了被逮之后，车主有选择
的权利，选择自己发朋友圈
或者自己受罚款的处罚，达
州市交警支队一大队的这一
工作行为并不涉及到车主个
人隐私。

如何看待交警部
门的这些举措？

四川杰可律师事务所冯
骏律师认为，交警方面这种

“集赞”的行为存在不妥。尽
管在推陈出新、教育广大群
众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方面有
积极的作用，但其违法性仍
然不因交警方面的良好初衷
而改变。“法无明文规定，公
权不可为”，在现行法律体系
中，并无交警可以采取交通
违法行为人进行自发朋友圈
的自我批评，即视为处罚完
结的法律条款，因此，交警部
门只能严格遵守现行的处罚
方式、类型和金额，对交通违
法行为人进行处罚。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律
师麦冬致则认为这种发朋友
圈的处罚方式属于法律行政
裁量权的范围之内，交警可
以根据实际情况去决定用哪
一种处罚的措施（警告或罚
款）。不过，他也表示，“我认
为这适合初犯者使用，如果
再出现类似问题的人，就不
应用这样的方式去进行处
理。如果再犯再发朋友圈，
就意味着这种处罚方式没有
真正约束到大家。”

交管部门“创
新”时该注意些什么？

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律
师韩骁认为，各地交管部门
在整治交通时因地因时采取
的“奇招”，一定程度上是对
讲求效能的执法原则的贯彻
体现，有利于更好地发挥法
律的教育、指引功能，但交管
部门在出“奇招”时也应当严
格遵循依法行政和公平合理
原则。一方面，必须根据法
定权限、法定程序和法治精
神进行管理，不可违反法律
的强制性规定，越权违法，越
权无效；另一方面也应当在
依法严格执法的前提下，做
到公平、公正、合理、适度，避
免由于滥用自由裁量权而形
成执法轻重不一、标准失范
的结果。

本报综合

释疑

会不会涉及车主
的个人隐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