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人过马路看手机
温州开出10元罚单

温州出台相关政策处罚“低头族”引发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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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议会下院否决
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

英国议会下院16日经投票表决，
否决了对英国政府的不信任动议。

当天，英国议会下院在进行辩论
后，以325票反对、306票赞成的投票
结果否决了由反对党工党领导人科尔
宾提出的对政府不信任动议。

科尔宾在当天的辩论中说，英国
现政府已沦为无法执政的“僵尸政
府”，他呼吁尽早举行大选。英国首相
特雷莎·梅对此回应说，目前举行大选
不符合国家利益。她表示，愿与英国各
党派领导人就“脱欧”问题进行商谈。

15日，英国议会下院投票否决了
此前英国政府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
议。科尔宾随后向议会下院提出对政
府的不信任动议。

观察
特雷莎·梅为何能涉险过关？

英国议会下院压倒性地反对政府
去年同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草案，
其中保守党内 100 多个议员“倒戈”。
而转过天，议会下院却投票选择让首
相特雷莎·梅留任，究竟为何？

分析人士指出，这两次投票性质
不一，议员投票时的考量也截然不同。

“脱欧”协议草案被高票否决是因为各
个议员出于对选区利益的考虑，担忧
协议对自身选区造成不利影响。而16
日的不信任投票主要由工党领导人科
尔宾发起，各议员投票时更多考虑的
是党派利益。虽然工党拉了自由民族
党、威尔士民族党等党派来反对特雷
莎·梅，但执政的保守党议员基本上全
投了对特雷莎·梅的支持票，以保持执
政党地位。

特雷莎·梅先后挺过了党内和议
会的不信任投票，这说明她仍是目前
唯一适合的首相人选。面对举行二次
公投的呼声，特雷莎·梅一直强调要将

“脱欧”进程进行到底。只要她还在任，
就会带领英国走完“脱欧”之路。

根据议会下院此前决定，特雷莎·
梅将在21日前提出新“脱欧”方案，并
再次提交议会表决。但目前来看，欧盟
能做出的让步有限，已经达成的“脱
欧”协议不会发生太大变化。

英国定于今年3月29日正式脱离
欧盟。分析人士认为，在二次公投、英
国政府与欧盟短期内达成新的“脱欧”
协议、英国无协议“脱欧”这三种可能
性不大的背景下，英国推迟正式“脱
欧”日期的可能性在增加。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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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出台规定
严禁领导干部
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

贵州日前出台《关于严禁领导干
部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的规定》，明确
提出严禁领导干部违规插手参与茅台
酒经营的一些情形。

这是记者 17 日从贵州省政府新
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的。

规定明确，领导干部严禁以下行
为：本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参与茅
台酒经营活动；利用职权或职务上的
影响，为其他特定关系人获取茅台酒
经营资格、增加茅台酒销售指标，倒卖
茅台酒提供便利；违规审批茅台酒经
营权；违规收送茅台酒；其他违规插
手、参与茅台酒经营的行为。此外，领
导干部要教育管理好亲属和身边工作
人员，严禁其利用本人职权或者职务
上的影响参与茅台酒经营活动。

规定要求，领导干部应当将遵守
规定在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上进行明
示，在《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
表》中作出专门说明。存在违规情形的
领导干部，应当在规定印发之日起一
个月内向相关党组织作专项报告并按
照要求整改。今后新发生违规情形者，
应当在一个月内向相关党组织报告并
按要求整改。

此外，对有意违反、规避规定或者
不按规定整改的领导干部，按照贵州
省领导干部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纪律
处分专项规定，依纪依法严肃处理。

规定还要求，中国贵州茅台酒厂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建立领导干部打
招呼登记备案制度，凡过问必登记、凡
打招呼必登记、领导干部亲属和其他
特定关系人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
响参与茅台酒经营活动必登记。凡发
现应该登记未登记的，严肃追究相关
人员的责任。 据新华社

2018年12月，广东省中山市第
一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交通肇
事案件，引发外界关注。

记者从该院获得的一份裁判文
书显示，被告人胡某因涉嫌闯红灯，
并在横穿马路时玩手机，致摩托车
乘客死亡。虽其也身负重伤，但其是
导致此事故的主要过错方，承担主
要责任，事故造成一人死亡的结果，
即构成交通肇事罪。经法院审理，其
因此获刑十个月，缓刑一年。

据中国应急管理报显示，2017
年5月27日晚上8时左右，广东省中
山市，一名女子正在横穿马路，此时
路灯处于红灯状态下，一辆疾驰而
来的摩托车将其撞倒在地后，车上2
人也摔倒在地。不过令人惊悚的是，
该名穿行马路的女子，全程低头看

手机，对于繁忙车流，毫不在意。
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刑事审判

第二庭庭长温文凯表示，这是一个
比较典型的行人违反交通法规引发
的交通肇事的刑事犯罪案件，被告
人没有按照交通信号灯的指示横过
马路，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一直使用
手机，是引发本次事故的一个主要
原因。

温文凯补充道，虽然在交通事故
里面，行人一般被视为“弱势群体”，
但经公安交警部门现场勘查和调查
取证认定，胡某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六十二条规
定，是导致此事故的主要过错方；根
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
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被告
人胡某承担此事故的主要责任。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17日表示，应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的邀请，刘鹤副总理将于1
月30日至31日访美，与美方就两国经贸问题进行磋商，共同推动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据新华社

商务部：
刘鹤副总理将于1月30日至31日访美

温州交警对胡女士过马路低头看手机行为，开具的处罚
决定书 受访者供图

在上述中青报2017年的这项
调查中，步行过马路不玩手机的受
访者仅占27.8%。步行过马路时玩
手机的原因包括“对发生交通事故
存在侥幸心理”“出于间隔看手机
的习惯”“手机来电不自觉查看”

“充分利用时间”“看起来一个人不
孤独”等。

16日，中国政法大学传播学研
究所副教授朱巍接受记者采访时认
为，如果所有的事情和规则都靠政
策法规来约束，负面效果会更大，立
法、执法成本谁来承担？他表示，温
州对未造成交通影响的行人开出罚
单，执法行为让人“匪夷所思”，“道
路安全法也没有对低头玩手机行为

的详细规定，如果是出于所谓的培
养公德，那这种行为显然是站不住
脚的，无凭无据”。

朱巍告诉记者，目前的官方政
策中，温州交警并未对“低头族”的
概念及行为进行清晰界定，执法力
度不好掌握，认定标准也亟待出台。
比如，低头多久算低头？低头看手
机，是否包括其他电子产品？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法
部副教授王静认为，温州施行的条
例要在现有行政法规的框架下具体
执行，即在法律解释的空间范围内
进行处罚，“不是说任何一个机构都
可以设定处罚、罚款，处罚应该在原
有的法律框架之内执行”。

事件：
过马路看手机 女子被罚款10元

“你好，刚刚看你拿着手机边看
边过斑马线，根据《温州市文明行为
促进条例》，行人横穿道路时低头看
手机要处以10元的处罚。”

1月14日上午9点24分，浙江温
州市区学院路口，温州交警高泉探
正对赶着上班的胡女士，现场开具
罚单。

在开具罚单之后，由志愿者扮
演的“慢羊羊”，现场给“低头族”赠
送了一只慢羊羊玩偶，以示教育，希
望他们下次能够快行通过斑马线。

通行者并未影响交通秩序，却
被罚款10元，处罚依据是什么？记者
注意到，2018年11月30日，温州市第
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四次会议通过了《温州市文明行
为促进条例》。

该条例第二十八条（三）规定，
对于行人通过路口或者横穿道路时
低头看手机、嬉戏等，影响其他车辆
或者行人通行等不文明行为要重点
整治，违反该规定的会受到警告或
十元罚款。

交警：
依据个人经验、现场观察处罚

16日下午，开具首张罚单的温州
交警高泉探向记者回忆，事发时，胡
女士正行走在斑马线上，“她当时正
赶着去上班，过斑马线时左右看了
下，没有车，就低头边走边看手机，没
有关注有没有来往车辆。”

高泉探现场对其开出了罚单，
并敦促其扫码交款，“超过15日会有
滞纳金”。高泉探补充道，后经过了
解，当时胡女士正在去上班路上，

“过马路时，就顺便看了一下工作群
信息”。

高泉探称，对其行为的认定依
据个人经验和现场观察，相关执行
标准则根据条例来进行确认。

他表示，过斑马线玩手机看不
到来回车辆很危险，同时走路慢吞
吞妨碍交通，“罚款不是目的，而是
希望引起行人的重视，达到文明、安
全通过斑马线”。

浙江温州交警对斑马线上的“低头族”胡女士，
开具罚单一事，引发社会广泛讨论。

16日下午，记者从温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获悉，
这是《温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自2019年元旦实施
后，温州交警对在斑马线上看手机的行人开具的首
张罚单。截至记者发稿，该支队已对2起在斑马线上
看手机的行为进行了处罚。

有专家指出，处罚行为能起到警示、警醒作用，
但要想从根本上减少此类行为，应该通过法规来约
束。也有专家认为，凡事都靠政策法规约束，立法、执
法成本谁来承担？此外，处罚力度、行为的界定，有待
进一步明晰。

■声音声音
虽不能完全杜绝
但可净化社会风气11
据中青报2017年一项调查显

示，72.2％的受访者有步行过马路玩
手机的经历。由此看出，马路“低头
族”已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有声
音指出，要想从根本上减少，应该

“法要责众”，通过法规来约束。
“开罚单，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杜

绝这种情况的出现，但可以起到警
示作用，净化社会风气”，16日下午，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

教研部教授竹立家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过去几年，因低头看手机导
致意外或造成人身伤亡的案例屡见
不鲜，特别是对看手机的人造成的
伤害比较严重。

竹立家认为，温州出台相关政
策，并对“低头族”开出罚单的执法
行为，实际上，是出于对我们生命安
全的考量，“所以我觉得这种政策还
是有必要的”。

22 处罚力度不好掌握
需对行为清晰界定

此举有警示此举有警示、、
警醒作用警醒作用

赞同 反对

据新华社消息，世界卫生组织
2017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全世界每年
有超过27万行人死于路面交通事故。

对此，2017年10月25日起，美国
夏威夷州首府火奴鲁鲁开始执行新
规：即过马路时玩手机者，将被处以
罚款。火奴鲁鲁也成为首个对行人过
马路玩手机进行罚款的美国都市。

为了增强对行人的保护及提高

行人过马路时的责任意识，火奴鲁鲁
市市长柯克·考德威尔于2017年7月
签署法案，规定行人在过马路时，玩
手机游戏或浏览手机等电子设备为
违法行为。初犯者会被罚款15至36美
元，再犯者将会被罚款75至99美元。

该法案提出后引起民间争议，多数
民众认为这将有助于行人安全，但也有
人指责地方政府管得太宽。 据新京报

““低头族低头族””行为行为
需有清晰界定需有清晰界定

■相关新闻

女子过马路看手机致人死亡获刑

■延展阅读

行人过马路玩手机 夏威夷最高罚99美元

2017年11月28日，杭州市一条
马路上，市民看手机过斑马线

图据视觉中国

《《温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温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十八条
（（三三））规定规定：：

对于行人通过路口或者横穿道路时低
头看手机、嬉戏等，影响其他车辆或者行人
通行等不文明行为要重点整治，违反该规定
的会受到警告或十元罚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