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年8月24日 星期二 编辑/王慧 图编/刘丰 美编/刘迎 校对/汤吉

A19

中国·世态

免费热线：12580呼三湘都市报 新闻热线：0731-84326110�����发行热线：0731-84315678����发行投诉：0731-84316668����广告热线：0731-84329988�����本报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 440号 邮编：410005

江西内蒙古等地部分交警“以罚代管”令人匪夷所思

超载罚款竟然“包月包季”

江西乐平市众埠镇盛产

瓷土。 前往众埠镇的路上，满

载瓷土的货车随处可见。在一

名程姓司机的账本上，记者看

到了如下内容：7月20日，向

交警交罚款1800元。 他告诉

记者，众埠交警中队让一次性

缴纳半年的罚款3600元，可

以保证他6个月内不再被罚

款。 他以钱不够为由， 交了

1800元，包三个月。

这种罚款有收据或发票

么？程姓司机说：“钱交到众

埠交警中队， 没开任何票

据， 说过几天会给发票，但

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拿到

发票。” 交了1800元后，他

又因超载被抓， 但因为已

经交过钱了， 所以交警又

放了他。“如果不交罚款，交

警威胁说抓一次罚1900元，

权衡利弊，我们只有主动交

罚款。”

据多名司机反映， 这样

的罚款是从今年7月初开始

的，交警要求按600元一个月

的标准， 交一个季度或半年

的罚款。 而在7月份之前，超

载被交警发现， 一般罚款从

50元到100元不等。当地货车

运瓷土、 沙石， 超载都达到

10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核

载量的10倍。

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

布市察右后旗也出现了交警

按月收“罚款”的怪事，而且

已经有长达六七年之久。经

常在这条路上跑的大货车司

机刘振宏、 赵刚等人告诉记

者， 当地按月给交警交罚款

的“规矩” 六七年前就开始

了， 最早每次罚10元到20元

不等， 后来改成每月交500

元。 从2009年初， 改成每月

1000元。 交警会给交过钱的

车辆排号， 用白色油漆在车

前写上车号， 车前有号的就

说明已交过钱， 以后出现了

超载等违章行为， 交警也不

会再处罚。

只收钱不开票，罚款也推“套餐”制

罚款“包月”不仅未能治好

超载，还让违章司机吃下了“定

心丸”，超载更加明目张胆。乐平

市一名姓查的司机说，一次性交

了包月、包季的罚款后，知道警

察不会再罚款，司机们超载再不

需偷偷摸摸，更加放心胆大了。

关于包月“罚款”一事，乐

平市交警大队副大队长朱国文

解释说， 个别民警为了说服当

事人尽快交罚款， 说话用语不

规范，比如“这次罚了，我下次

不再罚你了。”对于罚款不开收

据的行为， 他也予以否认。目

前， 纪委调查组已经进驻乐平

市交警大队。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后

旗政府也于8月初形成了初步

处理意见：6名执勤交警被认定

失职，给予免职或撤职。面对多

年罚没款的去向以及责任追究

问题， 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交

警大队大队长卢永清解释说：

“收上来的钱都交地方财政，交

给国库了。”

罚款“包月”

竟成违章司机“通行证”

学者倪方六发起的“三国文

化全国高层论坛”21日在苏州召

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

民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等单位以

及研究三国（曹操）文化的23名学

者， 从各个方面对曹操墓的真实

性进行了反驳，最终达成共识：安

阳“曹操墓”在发现和发掘过程中，

存在人为策划、蓄意造假的行为。

“魏武王”石牌疑伪造

曹操墓出土的石牌中，刻有

“魏武王”三个字的有7块。关于

“魏武王”称谓的合理性和“武”

字的写法， 与会学者提出了质

疑。 河南开封文联书画委员会

主任林奎成认为，曹操生前先被

封为“魏公”，而后又被封为“魏

王”，死后获得了“武王”的谥号。

从曹操死后至曹丕称帝的10个

月间，世人对曹操严格的称呼是

“武王”。任何史书都没有准确出

现过关于“魏武王”的记载。

鲁潜墓志是“埋地雷”

1998年4月， 鲁潜墓志出土，

明确指明了曹操高陵的具体地理方

位。

江苏省书画鉴定委员会主

任委员李路平认为鲁潜墓志系

伪造。他说，鲁潜墓志所葬的后

赵建武十一年(即公元345年)，当

时中原河南一带为500万胡人所

占领，按胡人葬俗，安阳不可能

出现墓志。另外，2009年底，在曹

操高陵被正式宣布后， 闫沛东、

王绩等三学者特意到河南安阳

进行调查。他们称，调查中当地

人透露，从1998年开始，安阳文

物贩子就在西高穴村一带埋了

不少“好东西”，以诈人钱财，俗

称“埋地雷”。 “鲁潜墓志就是

‘埋下的地雷’ 之一”， 王绩说。

“从《鲁潜墓志》和曹操墓出土石

牌的公布拓片来看，上面毫无石

灰岩在地下侵蚀千年的石花。”

李路平说，“这样拙劣的造假手

法，其造假时间，长不过三年，短

则只要三天”。

汉画像石疑抹黄土做旧

中国政法大学中文系教授、

魏晋史专家黄震云在会上首次

公布了一批新证据，即2008年在

西高穴墓正式发掘之前，河南考

古方面已在火车上发布宣传文

字。与此同时，河南方面还公开

了一批画像石。

研讨会上，黄指着放大的汉

画像石图片称：“整个图像用现

代工具开槽太深，说白了就是用

电锯锉的， 边框斜打得太过明

显，甚至连石头印痕、石头粉末

还在的情况下，就只好在上面抹

上黄土冒充”。 黄震云认为，曹

操墓中不可能存在汉画像石，因

为根据礼制，只有俸禄2000石以

下者，才需要用画像石，“凭此一

条，曹操高陵即为假”。

■特约记者 羊城

曹操墓发现过程被指造假

专家：鲁潜墓志上无侵蚀千年的石花

“汉画像石抹上黄土冒充”

南昌市启动“大部制”改革

已有半年之久，近日，一篇名为

“一个南昌市城管竟然设15个

副局长”的帖子在网络流传，副

职官员之多， 令人瞠目。23日，

该局负责宣传的工作人员称，

单位太大了， 内部领导职务还

未调整到位， 并希望记者暂时

不要报道。

针对南昌市城市管理委员

会(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设立

如此多副职领导， 有网友质疑

“不知道是按什么规定设置职

位的， 这么多人哪有那么多

事”，也有网友戏言“只要你进

了官场就明白了”，另有网友称

“地方‘减副’注定将是一场显

规则与潜规则的较量。”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中

国法学会行政法研究会副会长

马怀德教授表示， 一个机构正

常情况下是一正四副， 出现15

个副局长， 这是很不正常的一

种现象。 ■特约记者 何柳斌

22日21时30分，经过抢通

突击队10天的奋战， 通往绵竹

市清平乡的德(阳)阿(坝)公路汉

清段基本抢通。 四川在这次特

大洪水泥石流灾害中的最后一

个“孤岛”被打通。

记者从绵竹市“8·13”特大

洪水泥石流灾害前线指挥部了

解到，汉清路虽然已经抢通，但

由于路面凹凸不平， 路边突出

的岩石较多， 目前尚不具备通

车条件，只能供行人通过。截至

23日零时， 施工队伍还在巩固

路基。 ■据新华社

四川打通

绵竹灾区最后孤岛

据中央气象台23日消息，

今年第5号热带风暴“蒲公英”

将擦过海南陵水、 三亚到乐东

一带，或将在这一带沿海登陆。

受其影响， 广东南部、 广西南

部、海南大部将有降雨天气。

23日上午，“蒲公英” 中心

距离三亚市东南方大约300公

里，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

预计风暴中心将以每小时15

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

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向海南南

部沿海靠近。 ■据新华社

第5号热带风暴

“蒲公英”来了

一名在湖北武汉打工的陕

西男子为省钱给儿女交学费，

竟然步行回家。22日上午，他在

十堰被高管民警发现。 民警询

问得知，该男子姓钱，陕西商洛

人， 他的妻子两年前因癌症去

世，留下一对儿女，随爷爷奶奶

在一起生活。

眼下开学在即， 钱某本来

在武汉打工为孩子挣学费，不

料遭遇劳资纠纷， 工资没领到

手。他准备回家，但是身上的钱

刚刚够交学费， 就索性决定不

坐车，步行回去。到22日为止，

钱某已走了四天四夜， 很快要

进入陕西省了。 他考虑到走高

速公路离家会近一些， 于是就

走上了汉十高速公路。

民警得知情况后， 对钱某

进行了教育， 随后又联系了一

辆去陕西商洛的车辆， 还再三

叮嘱司机将他带到商洛。

■特约记者 万勤

为省钱给儿女交学费

“暴走老爸”

步行千里回家

城管执法局设15个副局长

南昌市城管局：单位太大了，希望记者暂时不要报道

国庆60周年天安门彩车巡游中， 由五条金色龙舟组成的广东

彩车“领潮争先”大放异彩。而今，这耗资近千万元的彩车却只能静

静躺在花都区雅瑶镇的生产厂家内。

据悉， 广东省曾有在全省地级市中对广东彩车进行百日展览

的计划。但实际上，彩车仅在肇庆、中山、佛山三地巡展，展出率较

低。为此， 广东省人大代表叶丽琳提交建议，希望继续将彩车利用

起来，让其到亚运会场上再展风采。 特约记者 吴璇

“交600元钱罚款可以保一个月内不再被罚款，交1800元则可保一个季度。”近日，

江西省乐平市多名司机反映，只要交了一定数额的罚款，即使车辆超载，也可以在相应

期限内不被罚款。类似怪事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也存在，而且长达数年之久。

车辆超载是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治理超载一直是个难题，但个别地方“以罚代

管”，并推出“罚款套餐”的做法却令人匪夷所思。

广东国庆60周年千万元彩车遭闲置

国务院近日原则同意修订

后的《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0－2020年）》。 据悉 ，在

《总体规划》确定的1953平方公

里的城市规划区范围内， 将实

行城乡统一规划管理； 以中心

城区为核心，完善城市功能，形

成“三轴两带多中心”的轴带组

团结构； 加强对沿海发展带的

规划和引导， 严格控制围海造

地，保护和合理利用岸线资源，

妥善处理开发与保护的关系；

加强城中村和城乡接合部的改

造和整治， 促进城乡统筹协调

发展。 ■据新华社

深圳未来10年规划

获国务院原则同意

针对一些地方长期存

在“以罚代管”乱象，北京

科技大学社会学系黄家亮

博士认为，究其根底，其背

后是公权力设租、 寻租的

逐利冲动在作祟， 在一定

范围内， 这种公权力变异

甚至已经在个别部门达到

了半公开化的程度。

“交警的职责本来是

维护交通秩序，罚款只是

手段，但在经济利益驱动

下，使罚款这一手段替代

了原本为公众服务的目

标，本末倒置。”北京市经

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助

理研究员段婷婷说，交了

钱后，违章司机有了保护

伞 ，但道路被毁了，老百

姓出行不方便了，交通隐

患多了，损失的是政府财

政和公众利益。要杜绝类

似乱象，不仅要严格执行

公安机关有关规定，将罚

没收入全额上缴财政，违

者重罚， 从制度上切断

“以罚代管”利益链，还要

严肃处理直接责任人以

及有关领导失察责任，以

儆效尤。

■据新华社

彻查权力寻租治标

更要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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