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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2016年12月26日，快递员张某骑的电动车因逆行
被交管部门扣留。张某咨询律师：交管部门有权扣车吗？

国家一级律师崔向东
手机：13903708869
地址：商丘市神火大道天伦小
区C座6楼601室

骑电动车逆行吞苦果

国家一级律师、河南向东
律师事务所主任崔向东，法学
博士、资深律师、商丘师范学
院法学教研室主任杨世建答复：

如张某拒绝接受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依法作出的罚款

处罚，交管部门则有权扣留其
电动车。

我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三十五条规定：“机动车、非
机动车实行右侧通行。”本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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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元以
上 50元以下罚款；非机动车驾
驶人拒绝接受罚款处罚的，可
以扣留其非机动车。”由此可
见，不管是机动车、非机动车
还是行人在道路左侧通行都属
于“逆行”。“逆行”是道路交
通中比较严重的一种行政违法
行为，轻则引起交通堵塞降低
道路通行能力，重则发生交通
事故造成财产损失甚至人身伤
亡等严重后果。

近年来，我市电动车数量
剧增，但电动车使用人的交通
法制意识却并未随之提高。不
注意后方同行人随意变道、转
弯，闯红灯，闯禁行等违法行
为，特别是逆向行驶、随意进
出机动车道、随意停放等违法
现象较为突出。相当一部分交
通参与人对于非机动车和行人
逆行的处罚不理解、不配合，
因电动车违法通行引发的交通
事故居高不下。逆行不仅是一
种不文明交通行为，更是严重
行政违法行为。律师建议有关
部门加强执法力度，同时也呼
吁市民文明出行，不要让持有
极端自私心理、有损自身形象
的交通违法情况出现，更不要
让车毁人亡的悲剧一幕幕上演。

本报记者 王富兴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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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7 日，当事人刘某带领其亲属等人一大
早来到柘城县人民法院，为该院党组书记、院长
张书勤送来一面写有“人民的好法官、百姓的贴
心人”的锦旗，对该院干警为其执结 19 万元借款
一再表示感谢。通讯员 贺德威 卢淼 摄

12月27日，宁陵县人民法院举行书记员速录
测试，全院23名书记员参加。此次测试分为听声
音同步打字和看文章打字两个环节。通过测试，
锻炼了他们庭审记录的能力，确保了庭审同步录
音录像的质量和效果。通讯员 边丽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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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化防范”备战节日治安

市公安局前进分局

本报讯 近日，市公安局前进
分局提前部署、统筹安排，对火
车站、步行街等外来人员密集部
位进行以强化预案、警便联控、
走访宣传为主的“区域化防范”，
严防不法分子乘节日人流高峰伺
机作案，危害过往旅客和辖区群
众的人身财产安全。

该分局强化警情研判，对
人流密集区域接处警中的各类
纠纷案 （事） 件，坚持在第一
时间到达现场，及时控制现场
局势，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
做到现场调查、同步取证，现
场排查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
不安定因素，并积极配合有关

部门，综合采取疏导、教育、
化解、稳控等措施，有效防范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对无事生
非、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违
法人员及嫌疑人，快速固定证
据，加大查处力度，绝不姑息
手软，彻底打掉其嚣张气焰。
在启用“高铁模式”的火车站
区域安全防控执勤新机制的基础
上，他们调配便衣小分队，以便
衣民警的暗中布控与着装民警、
防控警车的流动巡逻交叉呼应，
打造运行有序、布防有力、防范
高效的“流动哨警”防控模式。

本报记者 李良勇
通 讯 员 魏玉红 马晓莉

冬季打防推动平安联创
宋集派出所

本报讯 入冬以来，市公安
局宋集派出所借助“百日会
战”，推动技防延展、破案攻坚
等工作高效开展，较好地助推平
安联创。

该所民警利用走访摸排的
时机宣传技防拓展的意义，
组织民警进村入企持续抓好冬
季火灾防范、反诈骗宣传、场所
消防安检等。他们以案件串并、
深挖余案为攻坚目标，加大对

“盗抢骗”等关乎民生民情案件
的打防力度，以打击犯罪实际成

效巩固平安创建成果。宋集辖区
地处豫皖两省三县市交界处，
自冬季防范启动以来，该所针
对冬季农闲边界户外流动人员
增多的实际，调配警力强化边
界区域白天和夜间的流动巡
控、走访排查等工作，并与豫
皖边界相邻派出所主动联络、
相互协作，建立信息共享、联
合办案、联合行动、协查协
办、交叉巡逻打防联动机制，
确保边界治安稳定。

通讯员 苗正峰

救助走失群众受好评
市公安局建设分局

本报讯 近日，市公安局建
设分局民警接连救助几名走失
群众并帮其找到家人，受到辖
区居民好评。

12月 17日中午，该分局民
警接到群众反映，有位高龄老
太太在凯旋路高架桥上逆行。
民警立即赶到现场，发现这位
老太太在高架桥上扶着护栏步
履蹒跚地逆向行走，遂上前询
问，得知老人迷路了。随后，
民警将老人带到派出所，经仔
细询问和认真分析，得知老人
是示范区人，已经 82岁。民警
多方努力联系到老人的家人，
前来接老人的亲属连声感谢。

12 月 17 日下午 4 时 30 分，
高铁勤务大队民警发现一名老
人在高铁站出站口，每停留一
趟车都翘首期盼，非常着急。
执勤民警上前询问，得知老人
是来接从老家洛阳到商丘探亲
的老伴和孙子的，忘了车次和
时间，电话也联系不上。民警
一边宽慰老人，一边与郑州高
铁站联系。经过民警多方查
找、联络，当晚 6时许，确认
老人的老伴和孙子在郑州高铁
下错站，后在郑州警方的协助
下，晚上 8时 20分，一家人终
于团聚。本报记者 李良勇

通 讯 员 张海南

“禁放”宣教管控同步进行
双八派出所

本报讯 近期，市公安局双
八派出所进一步加大巡查整治力
度，使“禁放”宣教与管控并驾
齐驱，着力增强群众的参防意
识，提高烟花爆竹经营存放排
查率。

该所出动宣传车，利用午
饭和傍晚群众集中在家时间段，
滚动播报“禁放”政策及意义，
并在集镇物交会上设立咨询台，
向群众集中宣讲燃放烟花爆竹产
生浓烟或引发火灾对人身、财
产、环境造成的危害。民警走村

串巷，认真排查农村超市、街面
商户、出租房屋内的私自经营、
存放烟花爆竹行为，发现一起、
查处一起，绝不姑息。该所以综
合打防行动为契机，积极构建冬
季消防安全管控网，联手乡镇、
社区干部对辖区公共场所、物品
仓库、企业单位等进行拉网式清
查，逐一与有关负责人签订不销
售、不存储、不燃放烟花爆竹承
诺责任书，做到检查、整改、验
收三同步。

通讯员 沈钦帅 祝昌明

强化路面巡防查控促平安
睢县交警

本报讯 为严防超载、非法营
运等违法交通行为的发生，睢县
公安局交警大队近期及时充实路
面巡防警力，强化路面流动巡
控，达到降事故、保畅通的目的。

12月 18日，该大队接到信
息反映，称在杞县瓦岗至睢县
后台一带，这两天有一辆接送
幼儿园学生的面包车涉嫌超员
和非法运营。得知这一情况
后，大队领导高度重视，立即
指派韩庄交警中队民警前往调
查取证。 12 月 19 日 17 时许，

在后台乡曹庙村西的乡间公路
上，民警将这辆黑校车查获。
经查，该面包车核载 7人，实
载 17人 （其中老师 1人、驾驶
员 1 人、幼儿园学生 15 人），
属于严重超员。民警取证后依
法将车辆暂扣，并将车上的孩
子安全护送到了各自家中。

目前，驾驶员陈某因涉嫌
危险驾驶罪已被刑事拘留，此
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本报记者 李良勇
通 讯 员 艳梅 超亚

睢县法院“五个着力”推进行政审判
本报讯 近日，睢县人民法

院召开行政审判工作新闻发布
会，通报了该院近年来审理行政
诉讼案件及审查非诉行政执行案
件的情况，并发布今年以来办理
的 5起行政审判典型案例。

2014年以来，该院全面落实
立案登记制，着力解决行政案件
立案难；扎实开展异地管辖工
作，着力改善行政审判司法环
境；促进行政机关制度建设，着
力推进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积极
适用简易程序，着力推进社会矛

盾化解；加强非诉案件审查力
度，着力推进行政机关依法行
政。同时，坚持节约便民、效能
利民、公开惠民三个原则。截至
目前，该院共受理各类行政案件
404件，其中行政诉讼 117件，行
政非诉审查 288件；审结 400件，
无一超法定审限，无一信访、缠
诉，无一发回、改判，有力保护
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
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
权，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
会效果。

该院党组书记、代院长秦立
莹指出，近年来，睢县人民法院
所受理的行政诉讼案件，以土地
登记、房屋登记等传统类型为
主，以治安处罚、不履行法定职
责为辅，涉及多个领域。通过依
法严格审查行政机关申请执行具
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既彰显了
法律尊严，又在很大程度上避免
了行政机关因违法行为给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造成侵害。

本报记者 梁晓晨
通 讯 员 梁锦学 杨艳华

梁园区法院提高网络司法拍卖成交率
本报讯 今年以来，梁园区

人民法院采取多种措施提高网络
司法拍卖成交率。截至目前，该
院 上 传 拍 品 276 件 ， 标 的 额
45172.42 万 元 ， 网 上 成 交 131
件，成交金额 20269.43万元，成
交率 48%，为当事人节约佣金
1013.47万元。

在网络司法拍卖实践中，该
院党组认真分析目前影响网络司
法拍卖成交率的主要因素，认为
评估价过高、竞买人承担额外费
用过高是两个主要原因。为提高
网络司法拍卖成交率，该院在法
律规定框架内合理确定拍卖保留
价，使拍卖标的物实现高价成

交，溢价率也增高。在确定拍卖
保留价时，他们充分考虑拍卖标
的物的市场交易情况、标的物瑕
疵、交易成本等，在第一次拍卖
时按照标的物评估价格的 80%确
定保留价，第二次、第三次拍卖
按照上次保留价的 15%左右进行
降价，这样既可以有效解决案件
成交率低、流拍率高的问题，还
能起到提高溢价率的作用。该院
尽量减少竞买人承担的费用，属
于被执行人应承担的费用，特别
是原来所欠的物业管理费、水电
费、预先收取的租金、车辆扣押
产生的停车费等，可从成交价款
中支出，这样既可减少买受人负

担，又对被执行人的利益也无实
际损害。同时，该院建立推行网
络司法拍卖贷款机制，有的竞买
人现场参与竞拍，由于资金不
足、涉及房产价值高，一次性
难以支付，如果司法网拍贷款
机制建立起来，会吸引更多的
竞买人参与其中，网上成交率
也会大幅度提高。此外，他们
还扩大宣传面，充分利用网络、
新闻媒体、微信、微博等形式，
扩大对拍卖标的物的宣传空间，
并征得申请执行人的同意，利用
电视、广播进行宣传。

通讯员 陈海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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