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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处理违章，就别想年检？
一些地方法院判决，否定了机动车年检和交通违章处理“捆绑”的合法性。但有法律专家认为，

“捆绑”有利于公共安全，应通过法律授权的方式使“捆绑”合法化。

!

本报见习记者 高 扬

年检与违章处理 !捆绑"

各地法院判决不一

!"#$

年
##

月! 山东东营的周先生可谓

"扬眉吐气# 了一把$$$他在和东营市车管所

的行政诉讼中胜诉%

周先生在车辆检验有效期将要届满时 !

去东营市车管所申请办理车辆检验手续% 车

管所通过查验发现! 周先生的车存在交通违

章未处理的情形! 因此没有给他核发机动车

检验合格证% 周先生认为! 自己已经取得机

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 按要求填写申

请表并提交了行驶证& 保险单和纳税证明等

文件! 满足了车辆检验的条件! 车管所应该

核发检验合格证% 周先生起诉至法院! 法院

经审理认为! 东营市车管所以周先生存在交

通违章行为未处理为由拒发车辆检验合格证!

不符合法律规定! 判决撤销车管所的行政行

为! 并要求其在判决生效之日起
%

个工作日

内向周先生发放车辆检验合格证%

事实上! 周先生并不是因为交通违章未

处理而被交管部门拒发车辆检验合格证的第

一人% 此前! 长沙市民黄先生& 武汉市民陈

先生& 广东佛山市民叶先生和四川乐山市民

郑先生均因 '车辆违章未处理交管部门不予

核发车辆检验合格证( 而与交管部门发生纠

纷! 并诉至法院% 从法院的审理结果来看 !

他们当中! 有些人的主张获得了法院的支持!

法院判决交管部门向车主核发车辆检验合格

标志) 有些人通过行政协调! 顺利拿到了合

格证%

也有相反的判决%

!&#$

年
#

月! 海口市

民李先生对其小轿车进行年检! 被告知该车

辆于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

期间! 先后在海口市& 临高县等地交通违法

#$

次! 应交罚款
!&&&

多元) 不接受处罚不

能进行车辆年检% 李先生以自己未收到过到

任何行政处罚通知书& 省交通警察总队的行

政行为程序违法为由! 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要求撤销车辆交通违法记录! 但两审均遭到

驳回% 之后! 李先生的车辆一直未办理年检%

!&#$

年
'

月
#(

日! 李先生的轿车因台

风受损进行维修! 维修费用
$%)!

元% 因受损

车未参加
!&#$

年度车辆年检! 保险公司不予

理赔% 之后! 李先生以海口交警支队行政不

作为造成其经济损失为由提起行政诉讼% 一

审法院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

条的规定判

决李先生胜诉! 二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适用

法律正确! 但是! 因为 '李先生未提供机动

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检验合格的凭证! 也未

提供其向海口市交警支队申请年检的相关证

据材料#! 遂撤销了一审行政判决%

法院判决车主胜诉的依据

因车辆年检与违章处理 '捆绑# 而引发

的多起行政诉讼中! 记者发现! 在法院认定

行政相对人胜诉的案例中! 法院的判决依据

均涉及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

条% 如山东东营

周先生诉东营市车管所一案中! 法院作了这

样认定*"东营市车管所以原告未接受违章处

理为由拒发合格标志! 不符合法律规定! 依

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

条第
#

款& 行政诉讼

法第
*$

条第
%

项之规定! 判决车管所在判决

生效之日起! 三个工作日内为原告周先生核

发车辆检验合格标志%(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

条规定了车辆的年

检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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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实践中! 为了便于车辆年检制度的具

体实施! 公安部颁布了 +机动车登记规定,!

该规定第
$'

条指出!'机动车所有人可以在机

动车检验有效期满前三个月内向登记地车辆

管理所申请检验合格标志% 申请前! 机动车

所有人应当将涉及该车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

行为和交通事故处理完毕(%

以上两个规定均与车辆年检有关! 但在

内容方面! 两者却存在差异* 在车辆年检所

应该满足的条件方面!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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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机动车登记规定, 却要求! 机动车所有人申

请机动车检验前!'应当将涉及该车的道路交

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处理完毕(%

对于法律法规在内容方面所存在的差异!

法院在行政诉讼过程中应该如何适用呢-

对此!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杨小军

指出! 从已有的因车检与违章处理 '捆绑 (

所引发的行政诉讼来看! 在法院判决行政相

对人胜诉的案件中! 法院判决的依据是道路

交通安全法第
+%

条 % 从法律位阶的角度而

言! 道路交通安全法属于法律! 而 +机动车

登记规定, 属于规章! 法律的地位高于规章%

根据立法法在法律适用冲突规范中所确定的

'上位法优于下位法( 的原则! 应该优先适用

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

立法法第
("

条规定! 规章的内容应当属

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 & 决定 &

命令的事项% 没有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

规& 决定& 命令的依据! 部门规章不得设定

减损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

义务的规范! 不得增加本部门的权力或者减

少本部门的法定职责%

'+机动车登记规定, 关于车辆年检与违

章处理 '捆绑( 的做法是对法律的创设! 实

际上是失去权利或者说限制权利的做法! 不

应该由规章予以规定! 当然是违法的%( 杨小

军告诉记者%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
)%

条的规

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 参照规章%( 法

院适用规章的前提是规章的规定本身必须合

法 % +机动车登记规定 , 本身违反其上位

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 当然不能成

为法院判决的依据%

!捆绑" 是通行做法

记者就车辆年检事宜咨询北京的一些汽

车检测场% 在问及车辆检验合格标志的发放

是否必须先处理违章这一问题时! 检测场给

出的答案是一致的* 没有处理交通违章行为!

也可以先进行车辆安全性能检测! 但是不能

发放车辆检验合格标志! 理由是 +机动车登

记规定, 是这么规定的%

针对车辆年检与违章处理予以 '捆绑 (

的做法! 记者在采访的过程中了解到! 有人

认为交管部门的这种做法并无不妥% 北京的

出租车司机邢师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就现

有的公民素质和法治环境而言! 这种做法很

有必要! 可以有效地对违章行为进行处理 %

因为你可以不处理自己的违章行为! 但是却

不能不接受年检! 未年检上路本身就是违法

行为! 而且是否通过年检关系到车辆出现事

故时的保险赔偿以及车辆是否能够进行转让

等其他问题%

北京的车主刘女士也认为! 交管部门的

做法无可厚非% '现在没有更好的手段来敦促

交通违章行为的处理! 尽管有人指出可以通

过申请法院执行的方式要求违法行为人对自

己的违章行为承担责任! 但是这种做法的执

法成本太高%(

记者了解到! 实践中也确实不存在交管

部门通过申请法院执行来实现执法目的的做

法% '我自己年检的时候也曾因为有违章行为

未处理而被拒发车辆检验合格标志! 在交完

罚款后! 顺利拿到了检验合格标志%( 刘女士

告诉记者%

部门规章为何 !知法犯法"#

道路交通安全法并没有规定要求车辆年

检必须先处理违章行为) 实践中! 违章行为

的处理却是发放车辆检验合格标志的前置条

件 ! 依据是公安部的 +机动车登记规定 ,%

就法律地位而言! 后者是对交通安全法的违

反! 而这种违法的执法行为何以存在生存的

土壤-

'这种限制权利的做法在社会生活中不仅

公安部门在做! 越来越多的部门都在做! 这

种做法被一些人称作 .提高治理能力现代

化/% 具体来说! 如果一个人在某一方面有违

法违规行为! 就限制他在其他方面的权利 %

比如说! 违反了计划生育就不让孩子上户口%

实际上这些限制权利的做法都是没有法律依

据的! 但是也没有人来管%( 杨小军同时指

出! 限制权利对于管理者来说肯定是一种好

的手段* 通过限制公民某一方面的权利! 行

政相对人在实施某一行为时约束就会多一点!

也会规矩一点% 就提高管理的有效性而言 !

这种做法肯定更有效% 但是! 从合法性上来

说! 又缺乏依据% 现在我们就处于一种有效

性提升却无合法性依据的矛盾之中% 没有权

威部门对这种现象作出一个规定和评价! 造

成现在各行其是的局面% 作为公民! 唯有通

过诉讼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既然如此! 有关部门为何不通过推动立

法将自己的权力合法化-( 记者问%

"因为不容易 ! 修改法律未必能够改得

成! 立法机关未必同意%( 杨小军说%

!捆绑" 合法化有利于公共安全

对于在车主与交管部门因违章行为未处

理而拒发车辆检验合格标志的行政诉讼中 !

法院多判决交管部门撤销其行政行为! 中国

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建顺认为! 法院的做

法属于机械地执行法律! 缺乏对法律进行综

合运用的能力! 这是一种错误的价值引导 !

是对违章者不予处理违章行为的一种纵容 %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 交管部门 "不

交罚款就不验车( 的做法确实是一种违法行

为! 但是! 法院完全可以通过作出 "确认违

法! 但不予撤销( 的确认判决! 来树立一种

正确的价值引导* 维持交管部门不予核发车

辆检验合格标志的决定! 要求违章者先履行

义务! 再发放检验合格标志% "这才是一个

更加高档次的& 更好地运用公权力& 运用法

律裁判权的一种理想状态%(

记者注意到! 有关不交罚款就不验车的

做法! 争议的焦点集中在这种做法是不是真

的是对公民权益的一种侵害& 限制或者减损%

对此! 杨建顺指出! 道路交通安全的管

理有其特殊性! 涉及到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

交通违法行为若不及时予以处理! 可能会给

公共交通和他人的人身安全埋下隐患% 试想!

一个人不遵守交通规则! 在违反交通规则后

也不对自己的违章行为进行处理! 法律又没

有规定强制性手段! 如何让违法者本人认识

到自己的错误- 如何实现法的教育和评价功

能- 限制年检的做法! 对违法者本人来说似

乎是失去权利& 限制权利或者增加义务! 但

是! 实质上并没有任何影响! 因为其违反了

道路交通安全方面的法规范! 接受处理是其

法定的义务! 更何况通过接受处理可望在一

定程度上促使其及时纠正自己参与道路交通

活动的陋习! 对其将来的人身安全保障而言!

有利无害) 对他人和公共利益而言! 这种做

法更加值得赞赏! 具有充分的合目的性%

根据法律规定! 驾驶人应该遵守道路交

通安全法! 并应该承担违法行为所造成的法

律后果 % 杨建顺认为 ! 驾驶人有违章行为

后! 本身就应该承担缴纳罚款的义务! 而交

管部门的做法并没有减损其合法权益或增加

其义务! 而不过是通过间接强制手段让其履

行义务%

实际上 ! 行政法上并不缺乏强制手段 !

针对不履行法定义务的行政相对人! 行政主

体可以对 "到期不缴纳罚款的! 每日按罚款

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或者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为什么交管部门对已有法律规范

弃之不用却通过 "违法( 的方式为自己创造

"权力(- "法律所赋予的加处罚款和申请法

院强制执行的做法却并不具有现实可行性 *

加处罚款总额不得超出罚款数额本身! 如此

一来! 加处罚款的威慑力显得不足) 而申请

法院强制执行! 费时费力! 纯属给社会增加

无畏的资源浪费%( 杨建顺解释说%

面对交管部门的这种执法尴尬! 杨建顺

指出! 应该通过法律修改& 法律解释或者法

律授权其中的一种方式让交管部门的行为合

法化% "道路交通安全法在立法时处于一种

过于理想化的状态! 没有对车辆检验提出过

多要求% 而从现实来看! 这种法律实际上是

一种 .恶法/! 不利于实现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有序& 安全& 畅通/ 的目的% 要求交管部门

的管理达到交通顺畅的状态! 却不给予有效

的管理手段! 这种立法无异于纸上谈兵% 应

该加快推进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修改& 解释或

直接授予公安机关权力! 让交管部门的管理

手段合法化! 实现目的和手段管理的有效统

一% 其实! 不仅在交通管理领域! 在每一个

领域! 法律都应该给行政机关充分的授权 !

但同时又应该严格限权* 给予行政机关一定

的治理手段! 手段的运用必须由严格的条件

构成! 条件成熟时才能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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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拐同罪”
新闻$

)

月
!

日中新网报道! 近日!

部分法学界人士认为现行法律对买家惩

处过轻! 呼吁应该修改相关法律对买家

"定罪(!实现"买拐同罪(%中新网调查显

示!九成网友支持"买拐同罪(%

点评$谁家要是丢个孩子!一家人一

生的幸福!可能也就到此为止了"

#没有收买就没有拐卖$%&有人买$!

是拐卖者产生犯意的起点'&卖出去$!是

实现犯罪目的的最后一环% 拐卖者和收

买者!二者以不同的行为参与拐卖!结果

却是一个锒铛入狱!一个逍遥法外!不公

平'&买拐同罪$!应该%

不过!&买拐同罪$ 不等于 &买拐同

刑$%从行为人主观恶性和对犯罪的&贡

献$ 考量! 拐卖者该承担更重的刑事责

任%

&“偷人”
新闻$

)

月
!

日 +每日经济新闻,报

道!日前!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再次表

露对同行挖人行为的不满%据她透露!去

年一年! 格力有
)""

多名技术人员被挖

走!"现在我们被挖人的速度已经超过了

我们培养人的速度("国家要求创新不是

要你偷人%( 她建议学习足球协会的模

式!挖人要交转会费%

点评$这么多人选择离开!公司管理

层需要反思%不过!每个&偷人$的企业!

只挖几个人!给得起高薪'对每个想离开

的人都&匹配$高薪!格力却难以承受%

&挖人交转会费$!这主意有创意%一

些企业为培养人才付出很多! 让享受培

养成果将人才拿来就用的企业支付些成

本!应该%麻烦可能在于!某个人才到底

值多少钱!买家和卖家心理预期不一样%

一旦卖家狮子大开口!那结果只能是(谁

也别想走%

&“全球最大医院”
新闻$

)

月
!

日 +中国经济周刊,报

道!拥有
,"""

张床位!被媒体称为"全球

最大医院(的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因

公布
!"+$

年营收情况而引来诸多非议%

这家公立三级甲等医院在
!"+$

年实现

营收
,*-!#

亿元%有评论认为!这一数字

的背后是患者付出的高昂医药费! 河南

本地媒体更戏言!

,*

亿的营收让河南人

"肝儿疼(%

点评$营业收入高!说明救死扶伤成

绩显著! 医院似乎该受表彰而不是遭受

非议%

该反思的是医疗主管部门% 一般来

说!一个地方有一所#巨无霸$医院!百姓

看病多奔这儿! 大多因为可供选择的同

水平医院不多甚至没有% 如果这也是河

南的现实!那么!医疗资源均衡化就有必

要重提%

另外!这是所公立医院!虽不排斥盈

利!却不是其存在的主要目的%适当降低

医药费#让利于民$!应该吗)可能不)

不处理违章就拿不到检验合格证，是目前通行的做法。

对律师“炒作案件”须作合理界定
!

麦 子

律师行为需要规范。
让人担心之处在于：一旦
对于“炒作”不能作合理
界定，“不得利用媒体、
互联网炒作案件”，可能
导致律师正常说话空间
被压缩。

日前! 深圳市司法局和深圳市

律协出台 *关于规范律师在法院诉

讼行为及律师与法官关系的指导意

见+!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内容! 是

对律师在互联网上的行为作了规

范! 如不得利用媒体, 互联网炒作

案件' 不得在互联网或其他场合侮

辱, 谩骂或诋毁法院, 法官等%

无论发生什么 !#侮辱 , 谩骂

或诋毁 $ 都只能激化矛盾 ! 而非

解决问题的正确选择 % 联系到个

别律师的行为 !#不得在互联网或

其他场合侮辱, 谩骂或诋毁法院,

法官 $ 的规定 ! 有一定现实针对

性 % 与之相比 ! #不得利用媒体 ,

互联网炒作案件$! 操作难度可能

要大得多%

最大难点在于如何认定 #炒

作$% #炒作$ 属于主观判断! 不同

人站在不同立场! 对于具体案件是

否 #炒作$! 会作出不同判断% 比

如! 对于疑似冤案! 律师会认为!

在不违背事实的前提下! 参与报道

的媒体越多! 案情写得越刺激对人

的冲击力超强! 也就越有助于推动

纠正! 实现司法公正% 但在另外一

些人看来! 媒体连篇累牍报道某一

个案! 先入为主地认定冤案! 刻意

渲染无罪证据而淡化有罪证据! 甚

至 #只攻一点不及其余$! 就是在

炒作% 我无意评判双方观点孰是孰

非! 但考察一些冤案的纠正过程!

我们不难发现! 律师通过媒体, 互

联网发声! 对沉冤昭雪起了不小作

用% 考虑到目前冤案纠正现实! 只

要律师尊重事实依法说话! 而非刻

意歪曲误导舆论! 对其言论可有一

定限度的宽容%

还需要注意的是! 很多时候炒

作并非全是律师的 #功劳$% 特别

是媒体报道中! 除了少数不负责任

的媒体对律师说法 #照单全收 $!

多数时候! 是否报道, 怎么报道的

决定权 ! 在媒体而不在律师 % 所

以! 即使报道有炒作之嫌! 责任也

主要不在律师而在媒体%

这样讲 ! 并非站在律师一边

#拉偏架$% 对于规范律师行为的必

要性和重要性! 笔者从不怀疑% 比

如! 在歌唱家之子李某某案件中!

一些律师无休止炒作倒了公众的胃

口! 受到律协处罚乃咎由自取% 之

所以强调合理界定 #炒作$, 区分

责任的重要性! 基于这样一个基本

判断( 和公权机关相比! 律师在话

语权方面仍处于劣势%

如果我们不否认办案仍存在不

规范的现实! 不否认司法机关需要

监督的必要!那么!让律师说话的重

要性!就无需多言% 和律师相比!司

法机关在调动媒体资源方面! 处于

优势地位% 鉴于这一现实短时间难

以改变! 让律师有相对宽松的说话

环境!对于实现制衡不无必要%笔者

的担心正在于!一旦对于#炒作$不

能作合理界定!而界定#炒作$的权

力又被不当行使!#不得利用媒体,

互联网炒作案件$!可能导致律师正

常说话空间被压缩! 甚至演化成什

么也不能说%

这些谁也不愿看到的结果! 未

必一定会出现! 但我们必须时刻警

惕这种危险! 并为此做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