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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谈收费而不谈管理，甚至将不合理的收费异化为管理手段，遭到公众抵
触也就在情理之中，而管理者也难摆脱“不当得利”的质疑，不仅起不到规范管理的
初衷，管理者自身的公信力也将遭受再一次打击，于己于人，害莫大焉。

关键词“超时费”今日评论

据《齐鲁晚报》报道，很多市
民知道高速公路上超速要被处罚，
对于行驶超时也要被罚却不甚了
解。日前，山东济宁的大货车司机
丁孝合就遇到了这种事，他因为太
困在服务区里睡了一觉，却因此超
过了规定的行驶时间，被罚款七百
元。一位业内人士透露，高速超时
收费在各地都有规定，主要目的是
为了防止逃费。

这则消息让很多网友惊呼新
鲜的同时又感慨万分，微博中一
项超过千人参与的调查显示，其
中仅有2.7%的网友表示听说过
这样的规定，1.7%的人对超时费
表示理解，67.4%的人表示从未
听说过这样的规定。连日来，这
个消息引起了网友的极大关注，
很多地方媒体纷纷求证当地高速
管理部门。结果发现，尽管各地
约定时间不同、收费标准迥异，但
在收与不收的问题上，各地的做
法倒是高度一致。各地公路管理
部门都表示，收取这项费用，是为
了防止有的司机“换卡逃费”。

所谓“换卡逃费”，大多发生
在营运车辆身上，就是相向行驶
的两辆车通过中途换卡偷逃过
路费。此举不仅需要事先策划，
而且需要实时联系，对于私家车
辆来说，可行性并不大，而且成
本似乎也过高。更重要的是，为
了防范可能出现的“换卡逃费”，

而将所有因故滞留的车辆打为
嫌疑人，并施之以惩罚性收费，
显然有失公允。

在高速公路上出现超时，不
仅有驾驶员暗地里换卡以偷逃
通行费的情况，也有驾驶员在路
上遇到车辆故障进行维修，或者
因为道路维修、拥堵、恶劣天气封
路等导致在高速公路上超时，除
此之外，还有些驾驶员因为疲劳
在服务站休息、住宿而超时。那
么，高速公路方面凭什么认定驾
驶员在高速公路上超时，一定是
驾驶员暗地里换卡偷逃通行费
呢？这显然是一种霸王条款。对
于那些因为意外事件或者在服务
区休息而导致超时的驾驶员来
说，他们并没有额外浪费高速公
路资源，所谓“超时费”不仅是一
种乱收费，而且本质上就是对他
们的一种“有罪推定”。

不少地区的高速公路管理
部门辩解说，如果能够提供在高
速服务区的餐饮住宿发票，费用
可以免交。不过，众所周知的
是，高速服务区原本就与高速公
路是一家，独特的垄断地位使其
价格相对较高。只有提供服务
区的发票，才能免交“超时费”，
这样的规定无疑把车主自备饮
食、独自休息排除在外——实际
上，丁孝合正是在自己车上睡了
一觉，才突然发现产生了这么一

笔奇怪的费用。一面制定强制
性处罚条款，一面指定固定的休
息饮食场所，这样的规定，难免
会使人视为“霸王条款”。如果
是为了打击“换卡逃费”，难道提
供了服务区发票之后，就不存在
这种嫌疑了吗？

实际上，如果只是单纯为了
管理，高速公路管理部门大可不
必如此不近人情，不妨在管理方
式与硬件更新上动动脑筋：一方
面，如今各服务区都配备有电子
监控装置，车辆是否进入其中休
息一目了然，不该以消费发票为
唯一证据；另一方面，如果管理部
门能提高通行卡的技术含量，使
之可以记录更多的车辆行驶信
息，不仅寻常车主不必担心“误
伤”，“换卡逃费”者的难度也将大
大增加，查处起来更加方便准确。

国内高速公路收费标准之
高，一再成为舆论口诛笔伐的焦
点，此次事件的曝光，无疑又令人
看到了其中收费项目之多。如果
只谈收费而不谈管理，甚至将不
合理的收费异化为管理手段，势
必给人留下巨大的想象空间，其
遭到公众抵触也就在情理之中，
而管理者也难以摆脱“不当得利”
的质疑。如此一来，不仅起不到
规范管理的初衷，管理者自身的
公信力也将遭受再一次打击，于
己于人，害莫大焉。

高速公路“超时费”从何而来？
□本报评论员 赵志疆

临近毕业季，许多大学生
找到工作后却陷入意想不到的
烦恼：把户口从大学迁到异地
工作的城市，需找个地方挂
靠。而为户籍卡“安个家”，竟
要向人才中心交纳多达数千元
的挂靠费和每年数百元的管理
费。（据《新华网》）

根据《户口登记条例》等法
律规定，大中专院校学生毕业
后，如果户口迁出了大中专院
校，不具备独立落户条件，就只
能挂靠在用人单位或人才市场
等机构的集体户口上，否则就
要迁回原籍。而对于农村生源
的大中专院校毕业生来讲，即
便是迁回原籍，也往往是挂靠
在当地的集体户口上。

一些户口挂靠的单位，就
乘机向户籍挂靠人员收取户籍
挂靠费、户籍托管费，少则近百
元，多则数百元，有的户口只是
挂靠了几天，却要收取一年的
挂靠费。虽然这些钱都是依照
当地物价部门发布的文件规定
收取，但如此高的收费让很多

户口挂靠人员苦不堪言。
户籍关系挂靠在集体户口

上，与个人档案托管在人才中
心一样，都是计划经济时代的
产物，在市场经济时代的今天，
它跟档案管理费一样，纯粹是
以市场的名义收费，却不提供
任何相应的市场服务。尤其是
在户籍管理实现无纸化、电子
化管理且全国联网后，所谓的
户籍关系挂靠，只不过是公安
部门在户籍挂靠单位的名下加
上一个人的姓名，户籍关系的
迁移、变动主要通过公安机关
办理，用人单位或人才市场等
机构不需要承担挂靠托管成
本。

还有，户籍挂靠费、户籍托
管费的账本，从未对社会公开
过，公众完全不知道收支状况
和费用流向，实质上已经沦为
相关利益部门的小金库和私利
来源。因此，在档案管理费已
经取消的情况下，国家有关部
门应当直接取消户籍挂靠费、
户籍托管费。

当看到法院冻结福建厦
门舫昌实业有限公司 1915 万
元存款的时候，李启坤和梁福
坚都以为自己被欠的钱很快
就能要回来了。但一个月之
后，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将其
中1415万元解除冻结，担保物
被替换为早已抵押给银行的厂
房。厦门中院的解释是：该公
司是政府扶持的企业，当时提
出经营困难且准备上市，希望
法院能“放水养鱼”，不要把账
户全部封死。厦门市有关部
门也召开协调会，希望法院采
取灵活变通的方式帮助企业
解决目前困难。（据《中国青年
报》）

众所周知，司法是“终极
救济”，是民众维权的最后防
线 。 案 件 怎 么 判 是 法 院 的
事，政府部门本应保持中立，
自觉维护法律的权威。然而
在福建厦门，法院冻结被执
行人财产以后，却因政府召
开协调会，导致原告打赢官
司却拿不回相关款项，让人很
是费解。“放水养鱼”就可以放
纵违法犯罪吗？政府扶持企
业就可以拥有法外特权吗？
政府协调会可以凌驾于法律

之上吗？
值得追问的是，干预法院

办案的部门和官员姓甚名谁，
他们与本案到底有着怎样的
利益瓜葛？这一方面需要法
院与相关部门自证清白，更需
要上级有关部门介入调查，把
其中的内幕掀个底朝天！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前不久印发的《领导干
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
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
究规定》，列举了领导干部违
法干预司法活动的几种情形，
其中第四种情形是：“为了地
方利益或者部门利益，以听取
汇报、开协调会、发文件等形
式，超越职权对案件处理提出
倾 向 性 意 见 或 者 具 体 要 求
的”。厦门市召开协调会给法
院施压就属于这种情况。

面对法院按权力旨意办
案的尴尬司法生态，上级纪检
部门必须要对违法行政、干扰
法院办案的地方政府与某些官
员进行查处。只有让司法监督
及问责机制健全且得到认真落
实，权大于法的司法现状才会
改变，司法公信力才会逐步得
到社会认同。

公众为何盯着“女神探”不放？
□陈小二

据律师朱明勇3月23日微
博：因浙江张氏叔侄冤案出名的

“女神探”聂海芬，目前正在北京
接受晋升前培训，其警衔将由原
警督晋升为警监。另据媒体人石
扉客微博：全国所有升监的高级
警官都需先在公安大学进行培
训，聂海芬因符合升监条件，确在
这次培训名单之列。但浙江省公
安厅并未直接报送聂，聂未参加
这次培训。（据《南方周末》）

朱明勇是当年张氏叔侄冤案
的代理律师，自3月底他发表“女
神探”聂海芬在北京接受晋升培
训的微博之后，沉寂不久的“女神
探”聂海芬再次回到公众视野。
这些年来，只要出现冤假错案，就
会有律师、媒体把聂海芬拉到聚

光灯下亮相，这是因为当年的她
在预审阶段把关不严，推动了张
氏叔侄杀人案错案办结，并最终
让叔侄俩坐了十年牢狱。但是，
她却借助此案荣誉加身，成为
1960年以来唯一荣获全国“三
八”红旗手称号的女民警。

公众揪住她不放，还因杭州
高院一直未对外公开对张氏叔侄
案件负有责任者的处理结果。浙
江省委政法委曾表示，对此案相
关责任人已经进行了组织内部追
责，但具体追责了哪些人、如何追
责等细节，浙江政法委则表示不
便透露。朱明勇律师曾对媒体表
示，包括聂海芬等在内的多名相
关责任人仍在原单位正常上班。

未公开组织内部处理结果，
在公众的眼里，这就相当于“自罚
酒三杯”，放在法律的天平上，怎

与张氏叔侄十年冤狱、十年青春
相抵？人们会明显感觉到处理畸
轻、法律的天平倾斜了。

正义要实现，还要以看得见
的方式实现。2010年5月，当年

“赵作海案”的审判长张运随、审
判员胡选民、代理审判员魏新生
停职接受调查。最终赵案有5人
获刑，一人免予刑事处罚。呼格
吉勒图冤案平反后，当年的专案
组组长冯志明被调查，同时也对
法院系统造成错案错判负有责任
的人员展开调查。

而浙江司法部门对“女神探”
聂海芬的追责却采用了暗箱操
作，这就难免让人们总是对她“念
念不忘”。包括律师、媒体人等人
不是跟她个人过不去，而是对一
桩冤假错案问责不力的本能反
应，是对司法天平倾斜的失望。

户籍挂靠费让大学生苦不堪言

政府一协调，法律就疲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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