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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些“摄影师”为何如此
热衷拍违章呢？

原来，今年3月份，长沙交警
依托“星城园丁”APP开通了一个
“随手拍” 车辆交通违法举报平
台。只要通过“星城园丁”APP，每
位长沙市民都可以参与到社会治
理中来，如参与巡逻防控、交通违
法举报等， 并可获得奖励积分用
于购买、兑换商品。

值得一提的是， 市民还可通
过APP举报交通违法，所举报问题

一经交警核实，可在7个工作日后
领取举报奖金，其中，举报违法停
车奖励30元/次， 举报占公交车道
奖励30元/次， 举报实线变道奖励
30元/次，举报闯红灯奖励50元/次
等等。 每人每月奖励金额上限
1500元。

但知情人士告诉记者， 虽然
每人每月奖励金额上限为1500
元，但“职业”举报人可以通过注
册多个账号的行为来获取更多的
奖金。

买个早餐临停三分钟,神秘“摄影师”快速“取证” 注册多个账号以获取更多奖金

钻空子，“随手拍”引来“职业举报”？
近日，三湘都市报记者接到不少读者反映，长沙街头出现了一

群神秘的“摄影师”，他们专盯路面车辆，一旦发现违停等情况，就会
用手中的相机快速“取证”，然后到相关部门举报，以此获取奖励，
“每月收益相当可观”。

自今年长沙“星城园丁”上线以来，交警部门每月都会收到不少
违法举报，这对驾驶员形成了强有力的震慑，但同时也引发不少争
议。有业内人士提出，随手拍违章要加强引导，使之往健康有序的方
向发展。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龚怡菲 覃久凌

长沙市民孙先生表示，群众举报可以让市民
参与交通管理，在一些监控盲区以及警力覆盖不
到的地方对交通违法者起到震慑作用，让长沙的
交通更加通畅。

市民刘小姐也觉得这种监督很有必要，“如
果没有违章，就不会有人拍，既然有这条规定出
来，那有人做这么个事，那也无可厚非。”

“‘鼓励举报’ 可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打击力
度，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可能出现举报者故
意诱使司机违法， 从而进行拍照并获取奖金，出
现不良举报的行为。” 从事律师工作的王先生认
为，应该出台相应的措施进行引导，这样既可以
鼓励特定群体更积极发挥监督作用，又能避免使
其沦为少数人的“职业”，变成他们的营利手段或
者是谋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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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上午，长沙的黄先生
送小孩去银双路的某培训机构，
楼上下来发现一陌生男子正用相
机对着自己的车子拍照。 黄先生
便上前询问情况， 没想到对方见
黄先生过来， 立马停止了手里的
活，快速离开了现场。

黄先生有点纳闷， 旁边一店
主告诉他，这是“老手”，几乎天天
在附近蹲点，“只要看见有车违章
就会上前拍照， 然后举报给交警
以获取奖励。”

8月18日上午，记者来到银双
路美林银谷小区附近走访发现，
不到两百米的路段上，集中了四
五家培训学校 。“这里市场很
大。” 不少美林银谷小区业主向
记者反映，小区附近至少有五个
人，他们勤快得很，几乎每天的早
晚高峰时段，都会在这里“值班”
拍照。

“最无聊的是，接人甚至人在
车里他们也拍。”这一点，让车主
们难以忍受。

路边临停遭遇神秘“摄影师”

不止银双路， 其实在长沙不
少路段，都活跃着他们的身影。

今年6月6日， 在银行上班的长
沙市民曹先生收到一条违章短信提
醒。自以为开车还算“规矩”的他，马
上赶到交警部门核实情况， 通过调
取监控照片发现违章地点是在迎新
路青园小学附近的一个拐弯处。

“当时右边有一辆车别着我，
因此压到了实线上。”曹先生说，违

章地点并没有监控摄像头，“而从
照片的角度看， 应该是有人在后
面拍的”。

而长沙王先生的遭遇与黄先
生如出一辙。7月25日上午8时许，
他将车子停在德思勤后面的迎新
路上购买早餐，三分钟后发现有骑
电动车的男子正用相机对着他的
汽车拍照。 王先生立马上前制止，
但对方二话没说直接离去。

不少路段均有“摄影师”身影

“摄影师”或受举报违法有奖驱使

记者检索发现， 目前已有多
省市出台了类似举报交通违法行
为奖励机制。

2017年，南昌市公安局交通
管理局通过其官方网站及官方微
信，发布 了“随手拍举报”信息。
市民举报视违法情形， 最低奖励
20元，最高10000元。

2018年5月份起， 哈尔滨市
交管部门创建了交通违法“随手
拍”举报平台，市民可向交管部门
举报交通违法行为， 每件交通违
法的奖励金为10元至40元。

从2018年12月1日开始，广
西南宁市民在市区通过“随手拍”
举报交通违法行为， 每月有机会
获得最高600元的奖励。

2019年初，“无锡交警”微信
公众号推出“交通违法随手拍”板
块，鼓励和引导市民实时举报，自
上线运行以来， 每天收到市民抓
拍违法行为200余起。

当然，“随手拍” 也有被叫停
的先例。2003年7月，广州警方发
布通告称：“凡是年满16周岁具
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广州市
民， 都可在指定路段对来往机动
车辆的违章行为进行拍摄， 而所
拍照片经过交警部门确认后，可
获每张20元的奖励。”

2004年3月， 广州交警根据
群众拍摄的交通违章照片， 认定
车主有违章行为， 对其处以100
元罚款。但随后车主以“行政违法
行为证据须由执法机关获取”为
由上诉，同年12月，广州市中院
终审裁定该车主胜诉， 认为调查
取证是行政执法机关行使处罚权
的组成部分，不能委托公民行使，
并指出市民拍摄的违章照片只能
作为该车主涉嫌违法的线索，而
不能直接作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行政处罚的证据。

最终， 广州交警不得不叫停
“随手拍”。

不能把“随手”变成“职业”

“群众举报是长沙文明交通创建以及交通管
理一个重要的补充部分，通过社会和群众监督来
实现社会齐抓共管、社会协同共治。”

长沙交警相关负责人表示，并非群众一举报
就会被录入处罚系统，交警部门会对群众举报的
视频进行受案、立案、证据审核，只有符合非现场
违法证据规定的，才会予以采用。

该负责人强调，为防止有专人从事拍违章行
为，他们还专门制定了相应规定，每人每月奖励金
额1500元封顶，并划定了有效举报路段和区域，且
已被交警部门抓拍的违章不计入奖励范畴。

此外，如果车主对于处罚存有异议，可以向
交管部门提出复议申请，复议机关会在接到申诉
后60天内作出复议决定。

交警 群众举报内容会严格审核

多地试水“随手拍”
广州曾被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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