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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交通违法记录不处理车管所不年检
本报报道的“捆绑式年检”问题在司法实践中获得正面响应

不满“捆绑式年检”车主告赢交警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红汛
本报平顶山讯 到车管所办理年检，车辆如有违法记录，须先接受处理才能通过年检。多少年来，不少车主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然而平顶山车
主郑先生因未处理交通违法被拒年检后，认为这种“捆绑”方式违法，遂将具有审核并发放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法定职责的平顶山市交警支队告
上法庭。6 月 6 日，郑先生拿到了法院邮寄给他的判决书，
法院一审判他胜诉。

本文涉及的法律位阶问题示意

本报关注

4 月 26 日，受理立案的郏
县法院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在庭审中，平顶山市交警
支队在答辩中认为，
《道路交通
安全法》第 13 条规定中的“任
何单位不得附加其他条件”应
理解为“对提供机动车行驶证
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险保
险单的，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
机构应当予以检验”的规制；作
为办理车辆检验合格标志适格
的行政主体，交警部门根据《机
动车登记规定》第 49 条规定，
针对郑先生名下的豫 DR7582
小型汽车有交通违法行为还未

法律
《道路交通安全法》

部门规章
《机动车登记规定》

上位法

抵触

交警支队 捆绑年检有利督促违法及时处理

上位法效力优先

处理，不予核发机动车检验合
格标志是依法履行职责，并无
不当。
同时，在答辩中，平顶山市
交警支队认为《立法法》和《道
路交通安全法》以及《机动车登
记规定》都已经明确了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的该项管理职
能，有利于督促交通违法行为
人主动处理道路交通安全违法
行为，符合道路交通安全立法
的初衷，有利于实现科学、合
理、高效的道路交通安全综合
管控，且亦未明显增加行政相
对人的负担。

法院 处理交通违法和年检是“两码事”
今年 3 月 13 日大河报的报道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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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位法适用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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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主 车辆交通违法记录未处理年检被拒
今年 2 月 28 日，家住平
顶山市卫东区的郑先生驾驶
他的豫 DR7582 小型汽车，到
位于四矿附近的平顶山市瑞
通机动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检测。
检测结论为机动车安全
技术检测表、机动车安全技术
检测报告及点燃式发动机汽
车简易瞬态工况法排气污染
物检测报告均合格，郑先生就
向平顶山市交警支队车管所
申请对豫 DR7582 小型汽车
发放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
然而，车管所工作人员告
诉郑先生，他的豫 DR7582 小
型汽车有交通违法记录未处

理，计算机登记系统拒绝为有
交通违法行为未处理的车辆
办理年检业务，拒绝为郑先生
核发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
回到家，郑先生反复查阅
法律法规，认为将机动车交通
违法与车辆年审“捆绑”方式
违法。
今年 3 月 15 日，郑先生
一纸行政诉状将具有审核并
发放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法
定职责的平顶山市交警支队
告上法庭，请求法院判令平顶
山 市 交 警 支 队 给 豫 DR7582
小型汽车限期发放 2018 年机
动车检验合格标志。

今年 3 月 20 日大河报的报道版面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平
章，
《道路交通安全法》属于法
顶山市交警支队作为交通安全
律，按照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
管理部门，依法审核并发放机
法律适用原则，应当优先适用
动车检验合格标志是其法定职 《道路交通安全法》。
责。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3 条
而被告庭审中称将违法处
规定“对提供机动车行驶证和
理与发放检验合格标志捆绑的
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险保险
行为有利于督促交通违法人及
单的，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
时主动处理自己的交通违法行
构应当予以检验，任何单位不
为，节省行政资源并实现科学、
得附加其他条件。对符合机动
合理、高效的道路交通安全综
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的，公安
合管控，且亦未加重行政相对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发放检
人的负担。
验合格标志”。
被告所说有一定的道理，
而原告郑先生依法提供了
也符合我国道路交通管理现
机动车行驶证和机动车第三者
状，但是在行政合法性原则下，
责任强制险保险单，且在车辆
法无规定不可为，法无授权即
豫 DR7582 号小型汽车符合国
禁止，行政法约束的主体是行
家安全技术标准的情况下，被
政机关，且驾驶人的违法行为
告作为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当
与机动车检测之间并不存在必
依法为其发放检验合格标志。
然的因果关系，违法行为的处
关于被告辩称的依据《机
理是法律赋予公安交通管理部
动车登记规定》第 49 条第二款
门的职权，不能与此相混同。
规定“申请前，机动车所有人应
6 月 1 日，郏县法院作出一
当将涉及该车的道路交通安全
审判决，被告平顶山市交警支
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处理完
队在判决生效之日起 7 日内为
毕”，
法院认为——
原告郑先生所有的豫 DR7582
在我国现行法律体制内， 号小型汽车依法发放机动车检
《机动车登记规定》属于部门规
验合格标志。

离家出走 26 年 不知自己是谁

智障女子打篮球时 被救助站
“套”出家庭信息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首席记者
李钊
本报驻马店讯“你们太有办
法了，通过打篮球，
‘套’出了我娘
的家。”6 日上午，平顶山市宝丰县
肖旗乡柴庄村的杨广辉开车专程
来到驻马店市救助管理站，接走
失 26 年的母亲苏瑞玲回家。
4 月 26 日 8 时 26 分，驻马店
市公安局东风派出所接到市民报
警，说市区顺河办事处杨楼社区
附近的道路上，有一名精神障碍
女子。

民警田建广见她是流浪乞讨
了。”驻马店市救助管理站信息科
人员，又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儿， 科长关艺鸽说，工作人员留意观
接警后及时将她送到了市救助管
察她的生活习性，发现救助站里
理站。
的操场上一旦有人打篮球，她就
“问她是哪里人，叫啥，她说
显得有些兴奋。
叫李文平，平舆县庙湾镇年庄村
于是，每天打篮球时，工作人
人。”驻马店市救助管理站工作人
员就叫上她观战，或给她球让她
员姚志忠介绍，经核实，平舆县庙
投篮。一次，她投罢球，工作人员
湾镇有个年庄村，但没有叫李文 “不经意”地问她：
“ 你会投球，应
平的。后来，她又说是汝南县、商
该上过学。”
“ 在宝丰上的学。”她
丘市等地人，那些地方，应该是她
搭话后又开始胡言乱语起来。
流浪曾经经过或待过的地方。
几天后，又一次打球的间隙，
“她应该是长期在外流浪，听
工作人员问她家里有啥人，她说
口 音 ，已 无 法 辨 别 她 是 哪 里 人
她的弟弟养过蝎子。

5 月 28 日下午，工作人员在
杨广辉开车来到驻马店市救助管
球场上一边与她一起打球，一边
理站。
与她“闲聊”，她突然清醒了几秒
杨广辉说，因家庭突然变故，
钟，说:“丈夫叫杨振发，肖旗柴庄
母亲受强烈刺激精神失常，离家
的。”
出走已 26 年了，
“ 对娘的印象还
救助站工作人员急忙给宝丰
停留在我 8 岁那年，很模糊”。
县救助管理站打电话，宝丰县救
杨广辉从手提包里小心翼翼
助管理站提供了肖旗乡柴庄村村
地掏出一张二寸黑白照片，递到
支书的手机号码。经反复核实， 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手中，说：
这位自称叫“李文平”的精神障碍 “这是我娘年轻时的照片，我走到
女子，就是离家出走 26 年、宝丰
哪儿带到哪儿，跟娘的照片生活
县肖旗乡柴庄村杨振发的妻子苏
在一起；而如今找到娘了，家终于
瑞玲。
团圆了。”听到这些话，救助管理
6 月 6 日上午，苏瑞玲的儿子
站工作人员眼睛湿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