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逐利执法”之嫌

““天量罚单天量罚单””屡现屡现
电子警察陷电子警察陷““逐利执法逐利执法””争议争议

近日，南京银行江宁支行成功堵
截一起买卖银行卡案件。

三月底的一天下午，市民孙某来
到南京银行江宁支行办理银行卡开卡
业务，大堂经理向其询问开卡用途，孙
某表示系自己兼职需要。大堂经理随
即请其出示相关工作证明，但孙某称
自己尚未办理兼职手续，手头暂无相
关证明。大堂经理在与其交谈的过程
中，发现孙某的表述存在前后矛盾的
地方，凭借敏锐的直觉和丰富的工作
经验，他感觉事情并不简单，立马提高

了警惕，继续深究询问一番后，孙某这
才表示自己只是一名大学生，没有正
式工作，这次想办理一张绑定他人手机
号码的银行卡，日常使用和保管也交
由他人负责。大堂经理耐心而严肃地
向孙某说明这种做法可能会导致的严
重法律后果，孙某这才意识到自己受
到了非法分子的诱骗，看似简单的办
理银行卡行为实则是做了非法买卖银
行卡的帮凶。

随后，孙某主动配合支行工作人员
报警，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抓

获。事后，孙某又专程来到支行向大堂
经理表达了感谢，表示今后不仅自己要
加强学习，还要积极向身边的同学和家
人普及金融防诈骗知识，增强自我安全
意识。

南京银行坚持将“违规就是风险、
安全就是效益”的风险防范理念贯穿
到经营管理的各个方面。此次江宁支
行成功堵截银行卡买卖案件，不仅体
现了该行上下联动、高速快捷的应变
能力，也表明了该行依法协助司法机
关打击金融犯罪行为的决心。南文

专业练就“识诈”慧眼 真情守护财产安全
南京银行江宁支行成功堵截一起买卖银行卡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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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乐透开9注一等奖
单注最高1793万元！

4月14日，体彩大乐
透迎来“10亿元大派奖”
的 第 3 期 开 奖 —— 第
21041期，本期全国共开
出9注一等奖。其中5注
为1793万元追加投注一
等奖；4注为 773万元基
本投注一等奖。本期开奖
结束后，8.25亿元滚存至
4月17日（周六）开奖的第
21042期。届时，一等奖
派奖2000万元，二等奖派
奖750万元，固定奖派奖
余额为 3.64 亿元。敬请
广大彩友关注。 苏彩

体彩·情报站

手机订阅中奖号
开奖荐号早知道
■订“体彩天下”看所有

体彩中奖号:移动发 88 到
1065877809(2 元/月);联通
发88到10655818。

■订“福彩赢家”看所有
福彩中奖号:移动发 88 到
1065877808(2 元/月);联通
发66到10655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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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双色球”（第2021040期）
红色球号码：2 6 7 24 28 29
蓝色球号码：16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一等奖 6注 8652104元
二等奖 238注 115087元
三等奖 1700注 3000元
福彩“15选5”(第2021095期)
中奖号码：1 2 3 4 6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特别奖 94注 792元
一等奖 94注 2037元
二等奖 4291注 10元
福彩3D(第2021095期)
中奖号码:9 8 9
奖等奖等 江苏中奖注数江苏中奖注数 每注金额每注金额
单选单选 543543注注 12001200元元
组选组选33 10211021注注 400400元元
组选组选66 00注注 200200元元
11DD 670670注注 1212元元
22DD 9292注注 120120元元

本期投注总额本期投注总额282282万元万元。。

福彩“刮刮乐”
2021年4月14日江苏中奖注数

151603注，中奖金额3214605元。
体彩“7位数”（第21054期）
中奖号码：3 9 4 5 7 3 9
奖等 本地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特等奖 0注 0元
一等奖 3注 13157元
二等奖 22注 3588元

体彩“排列3”(第21095期)
中奖号码中奖号码::99 55 22
奖等奖等 本地中奖注数本地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每注奖金
直选 615注 1040元
组选3 0注 346元
组选6 2215注 173元

体彩“排列5”(第21095期)
中奖号码中奖号码::99 55 22 88 11
奖等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61注 100000元
福彩“快乐8”(第2021095期)
中奖号码中奖号码::11 44 66 77 1515 2222 2424
2828 3535 3737 3939 4646 5151 6060 6565
6767 7070 7474 7575 7777

（彩票开奖信息最终结果以彩票
中心开奖公告为准。）

近日，交通运输领域一系列事件
引发极大关注，网友们吐槽、诉苦比
比皆是。这提醒相关方面，在做好维
护道路运输物畅人安的同时，要坚决
向冷冰冰的执法、逐利执法说不。

在中国，公权力姓公，也必须为
公。绝大部分道路交通机构和人员
不忘初心、尽职履责，贡献巨大。但
有极少数逐利而行，挖空心思在民众
身上牟利。他们忘了什么是人民立
场，忘了什么是党性原则，更忘了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

年）》明确，加大对执法不作为、乱作
为、选择性执法、逐利执法等有关责
任人的追责力度，落实行政执法责任
制和责任追究制度。完善行政执法
投诉举报和处理机制。

乱象频出是警醒、是断喝，有关
方面要有所作为，切实规范公权力的
运行，杜绝此类悲剧再次发生。靠坑
民扰民得利，从小了说是失职渎职、道

德失范，从大了说是给党和政府抹黑。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有关方面

要坚决向逐利执法说不，不能让执法
扰了民生、凉了民心。要民众守法，
执法部门须先正己。唯有坚持人民
立场、人道主义和法治精神同向并
行，把公平正义价值追求融入血脉，
让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理念化作
行动，才能在全社会形成法治权威和
信仰，最大程度保障公众权益，进而
推动真正的良法善治。 任沁沁

记者发现，近年来，引发争议的
“天量罚单”抓拍点并不鲜见。2017
年，沈海高速3374公里处（茂名电白
服务区）被曝光处理的罚单量高达
125294单，罚款超过2500万元，成
为当年全省10大违法路段之冠。

据调查，沈海高速3374公里处
因为设置超长实线，导致不少车主进
入服务区只能压实线而违章。2019
年，该路段的“电子警察”被撤除。此
前被公众诟病的长实线改成虚线。

有网民质疑，不少“电子警察”抓
拍点有逐利执法之嫌。据记者了解，
过去一些地方交管部门采取BOT
（建设—经营—转让）模式，让“电子
警察”设备供应企业出资建设，再于
协定的期限内通过抓拍交通违法的
罚款抵消。此前，陕西兴平被曝光其
交通管理部门将“电子眼”外包给私
营企业，企业雇用人员上路坐在测速
车里拍照，每人每天查超速指标50
辆，每月完成指标发给工资，超出指
标再拿提成。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
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律师韩德云提
出建议，要防止滥设滥用“电子警
察”，清理不合理的“电子抓拍”，引起
广泛关注。

韩德云经过大量调研发现，因采
用BOT模式，导致交管部门设置使
用“电子警察”目标发生了偏移。“这
其中既有管理部门资金不足的情况，
也有主动寻租的行为。”韩德云说，由
于部分地方交管部门的预算并不公
开透明，并没有明确的设置使用“电
子警察”的数量，在合作分成模式下，

“电子警察”设置自然变得越多越
好。“本来只需要装100台就够了，结
果装了1000台，这种合作扩大了寻
租空间，是行政执法权的滥用。”

因备受诟病，这种模式的合作被
明令禁止。2011年修订实施的道路
交通安全法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依法实施罚款的行政处罚，应当
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实
施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收缴的
罚款以及依法没收的违法所得，应当
全部上缴国库。

目前，交通违法罚款实行“收支两
条线”管理，产生的罚没收入直接进入
政府财政，属于政府专项资金（非税收
入），不再和建设单位或企业产生直接
的关系。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虽然收
缴罚款的方式变了，但此前安装的大
量“电子警察”仍然在运行，这也是依
然还会出现“天量罚单”的原因。

日前，广东“佛山一高速路口62
万车主违章，总罚款超1.2亿元”一
事引发舆论热议，一些被罚车主认
为该地段交通标识施划不合理。

针对舆论质疑，广东省相关部
门于12日派出工作组赴现场调查并
发布情况说明，该处“电子警察”自
启用至今年4月1日，累计抓拍违法
行为18万余宗，与网传情况不符。
同时，佛山交管部门公布了优化改
进措施。

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多地都
曾出现交通违章“天量罚单”，不少
“电子警察”抓拍点有逐利执法之嫌。

新华视点记者
鲁畅 刘宏宇 毛鑫

今日谈

不提前几百米变道
难逃违章

根据佛山市交管部门的情况通
报，“天量罚单”路段为广台高速43
公里200米路段，位于佛山市顺德
区陈村镇前往江门市和佛山市高明
区（云浮市新兴）方向的分岔口，单
向年均车流量为1900多万车次。

通报称，该处标志标线、提示牌
由道路业主单位按照《道路交通标
志和标线》国标设置，经过验收合格
后投入使用。该处“电子警察”抓拍
设备于2020年3月18日启用，启用
前已按规定备案并向社会公告。经
核查，截至今年4月1日，累计抓拍
交通违法行为184373宗。

4月12日下午4点20分左右，
记者来到事发地广台高速公路43
公里200米处，相关部门正在现场
开展实地调查。

记者看到，该岔道口呈Y形，共
6车道。而岔道前的道路标识均为
直行方向，没有任何提示驾驶人需
要提前变道的路面标识。记者观察
到，在短短一分钟内，多辆车压线变
道，其中包括不少大货车。

大货车司机朱师傅告诉记者，因
为大货车只能靠右边两车道行驶，如
果开往江门方向，必须提前几百米就
变道，否则到了分岔口临时变道根本
来不及，压实线成为必然。

记者多渠道调查了解到，在
2020年3月18日之前，同一地点就
已经存在“电子警察”抓拍设备。此
前，这个违章点的名称为“佛山一环
路36公里260米”。历史资料显示，
佛山一环高速于2006年建成通车，
自2019年开始，东线并入佛江珠高
速，南线并入广台高速。

多位熟悉历史情况的老车主
表示，违章点更换名称之前也有很
多司机在此被抓拍。根据他们提
供的现场图片与违章罚款截图，

“广台高速43公里200米”与“佛山
一环路36公里260米”是完全一致
的地点。

记者调查发现，佛山一环高速
至少在2017年就已经安装有“电子
警察”设备。

“逐利执法” 新华社发（刘道伟 作）

维护交通安全通畅，向逐利执法说不！

规范设置使用标准
畅通执法监督渠道

公安部日前强调，要深化为民理
念，坚持宽严相济，进一步规范交警执
法处罚，严禁过度执法、逐利执法、粗
暴执法。要规范合理设置道路交通技
术监控设备，主动征求社会意见，对设
置、使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排查整改。

根据佛山交管部门通报，业主单
位对该路段标志标线集中进行优化改
进：在该处现有的实线右侧增划虚线；
在该岔口远端处施划地面文字标识，在
3公里处增设龙门架设置分道提示标
志和地面文字标识；在临近岔口的2公
里、1公里、500米处的地面增加施划文
字标识以及分道提示标志，清晰指引车
辆往相应方向行驶；在临近路口前1公
里处解除货车靠右行驶管制措施，便于
货车提前变道。

韩德云表示，在行政执法领域，目前
缺少有效的监督机制。对于类似佛山这
样的交通违章，绝大部分车主即使觉得
标识设计不合理，也不会去投诉或者反
映情况，只是交钱了事，从而大大压缩了
司法干预的空间。佛山“天量罚单”被曝
光后，相关部门对不合理标识进行了优
化改进，恰恰说明了当前行政执法监督
机制存在问题，要进一步拓宽渠道，方便
人民群众行使权利。

韩德云建议，针对滥用“电子警
察”问题，各地应以此为契机开展专项
巡查和专项整治行动，对于违法异常突
出的点位，及时查找原因，尽快改善设
计不合理、施划不清楚的交通标识，进
一步规范各地设置和使用“电子警察”
的标准，加强设置地点的合理性和科学
性，做好公开说明，接受社会监督。

“只需100台结果装了1000台”
“电子警察”被外包造成滥设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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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代表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