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律所律师服务，为有法律问题、寻找法
律帮助的读者和当事人服务。搭起桥梁，是
我们的责任。

帮律所拓市场扩影响找人才推活动，帮律
师增名气寻案源对接市场，帮当事人解难题
平纠纷赢官司，帮读者解疑释惑明法理。做

好媒介，是我们的使命。
《法治服务》版诚征合作律师、合作律所，

欢迎读者和当事人咨询。
您可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联系我们：
咨询热线：0371-86178091、86178097
法制报律师服务QQ群：160810599 您有问，我必答。

官方微信 法治河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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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诉讼
网友刘家家：前一阵我和妻子

发生了矛盾，失手打了她，她跑回娘
家住了几天。我接她回来后她说原
谅我了，可是丈母娘一直劝她和我
离婚。昨天她提出离婚了，我该怎
么办？法院会判离婚吗？

答：《婚姻法》第三条第一款规
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
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
取财物。”该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男
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由有关部门
进行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
婚诉讼。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
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
解无效，应准予离婚。”婚姻自由包
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如果你和
你的妻子都不愿意离婚，她的家人
不能强行要求她离婚。法院判决离
婚的依据是夫妻二人感情破裂，你
的妻子已原谅你，你也不舍得离婚，
据此，你们感情尚未破裂，法院不会
判决离婚的。 （记者 尚迪）

●肇事逃逸
网友 R4111711931：醉驾撞人

重伤，逃离现场，但拨打过 110，这
算是逃逸吗？

答：《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
规定》第八十五条第（一）项规定：

“‘交通肇事逃逸’，是指发生道路
交通事故后，道路交通事故当事
人为逃避法律追究，驾驶车辆或
者遗弃车辆逃离道路交通事故现
场的行为。”据此，认定逃逸要求
主观上出于逃避责任的目的，客
观上有逃离现场的事实。因此，
如果逃逸后不是去投案自首或及
时返回承担责任，那么即使拨打
了 110 也算是逃逸。（记者 尚迪）

蒋丽娟提醒，公开交通违法人的姓
名、身份证号码等信息，除了可能损害公
民个人的名誉外，还存在着更大的风险，
如果这些个人信息被不法分子利用，就有
可能为公民带来财产损失甚至人身伤
害。张博还特别指出，在被公布的身份证
号码里，有一个还是未成年人，这与《未成
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是相违背的。

存在侵权行为，就必须有救济渠道。
三位律师都主张被侵权的公民可以通过行
政或民事诉讼的途径，要求相关部门停止

侵害、消除影响。
蒋丽娟说，公民名誉权受到侵害的，

还可以要求有关部门和媒体公开道歉，如
果有证据证明因此遭受经济损失的，也可
以要求经济赔偿。高俊锋还建议公民首
先可以与媒体和相关部门协商解决，如果
提起诉讼，可以通过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一
并解决行政机关侵权和民事赔偿的问
题。不过，他说：“有关行政附带民事诉讼
的案子，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还比较少
见，缺乏丰富的判例可循。”

行政执法当守好法律边界
律师谈实名曝光交通违法：

11 月 26 日，郑州某报配合交警部门交通秩序综合整治“百日行
动”，公布了一批交通违法人的详细信息，违停车辆的车牌、所属单位，
一些违法机动车车主、行人的姓名、身份证号均被完整、公开地登载于
报上。不少市民对这一行为拍手称快，但现象背后，也有一些涉及行
政权与公民隐私权、名誉权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记者采访了河南
紫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博、河南扬善律师事务所律师高俊锋、河南锦
盾律师事务所律师蒋丽娟，请他们谈一谈整治热潮下的“冷思考”。

□记者 尚迪

整治应惩罚适当
教育才是长久之计

公开交通违法者的个人信息，对行为人无
疑能起到有效的惩戒作用，对其他公民也是一
种警示。尽管违法行为的信息是“公共信息”，
但个人对其中的个人信息依然享有隐私权。在
公开违法行为信息的同时也应保护个人隐私。

那么，是否能在公共秩序和个人权利之间
寻求一个能够两全其美的平衡点呢？

张博建议，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完善交通违
法人信息披露制度。首先，信息的甄别区分
上：将其中涉及的足以识别个人身份的信息加
以隐匿、删除，既可以最大限度地公开违法行
为的信息，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又可以顺
应国际潮流，保护个人隐私。其次，公开渠道
的选择上：慎用媒体公开的方式，应该通过其
他渠道公布所有被处理人的信息，比如在自己
的官方网站上公布，或者将主动公开转为允许
公民自由查阅这方面的信息。最后，媒体的审
慎义务：新闻媒体对其发布的信息负有严格的
审核义务，如涉及个人隐私，又无渠道得到权
利人同意，那么即使消息来源于公开渠道，也
还是从语言或手法上进行技术处理为好。

如果公布完整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涉嫌侵
犯隐私权，那么隐藏号码的其中几位可以吗？

蒋丽娟对此持否定态度，她认为这仍是
一种侵犯隐私的行为。高俊锋也表示，这些
信息与公民的交通违法行为没有直接联系，
不应作不必要的披露。如果想起警示作用，
仅公布公民姓氏，如“某女士”、“某先生”，则
在合法的范围内。

高俊锋认为，要判断交警部门公布交
通违法人信息的行为是否涉嫌侵犯隐私
权，首先应当明确隐私权的范围。哪些
信息属于公民的个人隐私，目前我国法
律没有十分具体的规定，学界也存在争
议，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公民的隐私权
与公民的人身密切相关。根据这一标
准，公民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均属于个人
隐私，而车牌号则不属于隐私。行政处
罚必须在法律赋予的权限内进行，行政
机关无权将其扩大化。车牌号码与公民
人身相对分离，但与交通违法行为密切
相关，因此，处罚交通违法行为，公布车
牌号码已是最大限度，也是相对合理的
做法，而公布公司名称，以及公民个人的
姓名、身份证号则超出了必要的范围，涉
嫌行政侵权。

对此，张博持有同样观点。他认为，隐

私权属于人格权，法人虚拟人格所对应的
隐私权是商业秘密，所以公司及公司车牌
不属于个人隐私。而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属
于个人信息。因行政法领域“法无授权不
可为”，交警部门通过媒体曝光惩戒违章者
本质上属于一种政府信息公开。依据我国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相关规定：行政机关不
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
的政府信息。但是，经权利人同意公开或者
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
重大影响的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
信息，可以予以公开。

具体到本案，如选择不公开显然不会
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那么，如果未
经同意就曝光姓名和身份证号码，使有关
违法行人承担了超出法律规定的责任，则
此举涉嫌侵犯公民隐私权。同时，只是曝
光这一批信息，是否有失公平？

交警部门确有不妥
行政处罚不能超越法定权限

涉嫌损害名誉
被曝光公民或会依法维权

20年的专业经验，快速、安
全、诚信、专清工程款、现金借
款、合同款、单位欠款、专办
大案等各种欠款、面向全国。

要账专家

18838272316西区电话：
13071022966东区电话：
13080162177许昌电话：
18103896316济源电话：

400-089-3691总部电话：

集装箱船员80名，55岁以下，体健，年薪
15-25万，带薪年休三个月，签合同，办保险，
包吃住，免费办证即上岗。025-85509006

南京吉泰船舶急招

招 聘

招 商

联办儿童玩具厂
本产品系新型儿童玩具，新颖奇特，45
变；产品供不应求。我方免费供应原
料，免费培训技术，提供设备，承担运输
和税收，上门收货，统一包装，每个加工
费2.5元，每人日获利100-130元，签
合同，交合作费780元,完成五千个产品
此款退回。组织十人加工，我方每月另
付管理费6000元，并预付加工费60%。

地址：洛阳市行政学院2号楼518室玩具部
洛阳站坐6路到市委党校下车

13608657606 0379-64873096（文老师）

诚信要账
定位婚调 事成收费

18538081119

敬告：本栏目信息所有手续都严

格进行审查，但不敢保证每条信息

的真实性，所有信息只作为双方交

流平台，客户交易前请审验相关证

明文件和手续，签订有效的法律合

同，本报刊登内容不作为承担法律

责任的依据。个人征婚栏目内信

息，双方请自行审验相关证件，未确

定合法关系前，不要有任何经济来

往和感情纠葛。因本栏目信息导致

的一切纠纷自行负责。

治皮肤顽癣好付款
13373937377
专家医院纯中药治疗

168
元

综合分类
周一至周五天天出刊 覆盖全省

综合分类内容同步刊登在河南法制在线网
网址：www.hnfzb.com

法律服务

医 疗

声明公告

本栏目工作人员：朱顺玲 吕新景 田秀娥 只需一个电话，均可上门办理
上门服务热线：0371-65526666 65978789 地址：郑州市郑汴路136号院

最 新 活 动
1×3.8cm，包月每块400元

依此类推，单次信息做五送一大于3×3.8cm，包月每块1500元
2×3.8cm，包月每块800元

清债/婚查

0371-55176666
调查取证找人
收购欠条

多彩启蒙环一触即变，变化多端，五彩
缤纷。手工生产，供设备，免费供原
料，承担运费及税收，现金结算。每人
日利润 120-150元左右，每个加工费
2.5元。签订合同时交技术使用费750
元，完成5000个后退回。每月完成数
量后，我方另付6000元的管理费。

免费供料联营合作

电话：0371-25960069/15537861135
地址：开封市科技局楼2号楼122室
乘车路线：开封火车站乘4路到汴京公园下车即到

我厂加工丝带绣、珠绣、汽车沙发坐垫
等，现寻求女工并联营办分厂。我厂免
费提供原料和技术，上门送货，收货。
现金结算加工费，每人每天可挣
100-130元，牵头人每月可得管理费
1-3万元。可预付加工费，合同期1-5
年。可法律公正。郑州华美工艺品厂。

在家也能挣钱

电话：13213079939 0371-56708823
郑州火车站乘996、32、B20路车到刘庄下车即到。

我公司对外招加盟户，免费加盟，男女不
限，操作简单，日获利丰厚，每日结算。
河北四通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足不出户在家赚钱

杨丽0311-80698905、13231198261

●闫海清残疾人证遗失，证号：4129

2719711022263242，声明作废。

地址：乘1、T5、K9、38、59、63、221、216、321、K963到
郑州测绘学院下车，医院门诊部二楼糖尿病科。

杨主任从事糖尿病研究30多年，独创胰岛细胞激活
疗法，每30天注射一次，快速激活和改变胰岛功能。
用纯中药调理脏腑，平衡阴阳稳步降糖不反弹、不忌
口，不需长期服用，专治Ⅰ、Ⅱ型糖尿病及并发症。

电话：0371-67930038 网址：yyf120.net

糖尿病

●河南建源水利工程有限公司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丢失，代码

证号：69057356-9，声明作废。

●新蔡县梅峰不慎将三级心理咨

询师证丢失，证件号码：121600

0008305862，声明作废。

●郸城县诚信家电销售有限公司

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遗失，证

号：697309971，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