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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市民想通过

行政复议来维权

行行政政复复议议交交警警，，近近55个个月月共共1100起起
其中维持1起，终止4起，未结案5起

本报2月20日讯(记者 于飞)

市民刘先生对一条闯红灯的交
通违法记录存有异议，认为是信号
灯设置不够合理，才导致自己误闯
红灯，便想提出行政复议。市民孙
先生也有同样遭遇，看到本报报道
后，他也想通过行政复议来维护自
己的权利。

孙先生介绍，去年11月，他收到
交警部门的短信提示，得知自己在
大东夼路世回尧中学门前有一次
闯红灯记录。他觉得很奇怪，因为
他知道闯红灯的处罚比较严重，一
向不肯明知故犯。他到违法现场看
了看，觉得当时信号灯设置的位置
不太合理，容易导致视觉盲区，这
也是导致自己闯红灯的重要原因。

因为对这条违法记录不太服
气，孙先生一直没到交警大队处
理。“看了你们的报道，我也想试试
行政复议，看看能不能通过这种办
法来维权。”

据了解，申请行政复议的前提
是，已经做出了行政处罚，也就是
说，孙先生如果没有接受处罚，就
无法申请行政复议。得知这一情况
后，孙先生决定先到交警大队处理
这条违法记录，然后再走行政复议
的流程。

20日下午，记者随孙先生一起
来到交警三大队，违法处理窗口的
民警将孙先生的违法记录调了出
来，违法证据里的3张照片显示，孙
先生驾驶的车辆确实是在红灯状
态下通过路口的。孙先生向窗口民
警解释了自己的理由，认为自己不
应该被处罚，希望民警根据路面实
际情况，撤销对他的处罚。可是民
警说，照片呈现的证据很充分，不
存在有争议的地方，孙先生确实属
于闯红灯。

在交警部门这边协商未果，孙
先生决定申请行政复议。

这名闯灯的市民

想先与交警协商

本报2月20日讯(记者 于飞)

本报19日C08版《误闯红灯，车主想
申请行政复议》的主人公——— 市民
刘先生，起初也想通过行政复议的
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可是，在得
知行政复议的前提是要先接受行政
处罚后，刘先生就产生了顾虑。

刘先生换了个思路，想先跟交
警部门协商一下，申诉自己的理
由，希望交警部门能撤销他的违法
记录，但是又怕自己人微言轻，到
了服务窗口后民警不重视他的意
见，就想联合其他有相同遭遇的车
主，一起到交警大队申诉理由，希
望交警部门考虑到涉事人员众多，
重视他们的诉求，以便协商解决。

据了解，目前刘先生已经召集
到了12个人，大家都在大东夼路有
闯红灯记录。刘先生希望交警部门
能跟他们坐下来谈一谈，听听他们
的意见，并给他们一个合理的解释。

“五心”服务
提升服务水平

本报讯(记者 闫丽君 通讯
员 王同耀 张军苗 ) 近日，国
网蓬莱市供电公司践行用心、耐
心、爱心、全心、恒心“五心”服务宗
旨，建立客户定期走访制度，全面
解答用电方面存在的问题。

本报2月20日讯(记者 于
飞 ) 市民刘先生对一条闯红
灯的交通违法记录存有异议，
便想提起行政复议 (本报19日
C08版《误闯红灯，车主想申请
行政复议》曾报道 )。这件事经
本报报道后，引起公众广泛关
注。有关交警部门的行政复议
案件，一年有多少件？处理结果
怎样？连日来，记者调查了解
到，整体来看，对交警部门提出
的行政复议不是很多。

有关交警部门的

行政复议不多

据了解，驾驶员的交通违
法行为，最终呈现到违法系统
上，要经过多道流程，首先是通
过智能交通的电子设备抓拍，
但是为了避免电子设备出现误

判，会再做一遍人工筛选。
人工筛选后，也不能保证

百分之百准确，所以允许驾驶
员在窗口接受处理时，对存在
异议的地方申辩，“市民提出异
议，我们都会认真分析，如果确
实是交警部门弄错了，肯定会
改。如果记录没有错，也一定会
给市民解释清楚。”烟台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法制科副科长李利
说，市民的异议一般都在这个
环节就解决了，很少有提出行
政复议的。

以前，对各部门的行政复
议，是由各部门自行解决的。从
2013年10月1日起，则由烟台市
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办公室统
一集中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市
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负责行政
复议案件审议，市政府负责作
出行政复议决定。

据不完全统计，有关交警
部门的行政复议，以往一年大
概只有两三起。去年10月1日开
始实行集中复议权后，有关交
警部门的行政复议案件数量有
所增加。据统计，去年10月1日
至今，烟台市政府法制办公室
共收到有关交警部门的行政复
议案件10起，其中维持1起，终
止4起，未结案5起。

部门很少出具

行政复议决定书

在上述10起案例中，有一
个值得提一提：交警部门在路
边划出了临时停车位，很多车
主都在临时停车位上停车，后
来城管部门重修道路，临时停
车线就不见了，可是由于惯性
思维，车主还是在原地停车，由

于没有临时停车线，交警部门
便对这些车主做出了处罚。车
主不服，便申请行政复议。法制
办工作人员接到案件后，审理
认为，之前路面满足停车条件，
后来道路重修依然有临时停车
的条件，不能因为城管部门对
道路重修了，就改变规定，而且
交警部门又没有设立禁停标
志，因此处罚不合理。经过协
商，交警部门撤销了对车主的
处罚。

市政府法制办行政复议应
诉科科长刘立志说，法制办工
作人员在审理案件的时候，如
果发现部门有不合理的地方，
一般情况下会从中协调，部门
也能尊重法制办的意见，市民
的诉求得到满足，也就撤销了
申请，很少出具行政复议决定
书。

11月月各各部部门门行行政政复复议议案案同同比比激激增增774444%%
其中超半数有关房屋征收

本报记者 于飞

有关交警部门的行政复
议案件不多，那有关其他部门
的行政复议案件是什么情况？
据了解，有关房屋征收的行政
复议案件数量较多。2013年一
年，烟台市各级复议机关共办
理行政复议案件794件，其中上
期结转39件，2013年新收755

件，受理731件，已经审结644

件，占办理案件数量的81 . 1%。
市政府法制办行政复议

应诉科科长刘立志介绍，自去
年10月1日，行政复议权集中到
市政府以来，市政府法制办的
工作量激增，2014年1月份，法
制办受理的案件数量比去年
同期增长了744%。

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增

长，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
复议权集中后，原先分散在各
部门的复议权都集中到了市
政府；还有一个原因是，城市
建设活动量增大，关于城市房
屋征收方面的复议案件逐渐
增多。据介绍，2014年1月份，法
制办受理的复议案件，有一半
以上都是关于城市房屋征收
方面的。

22001133年年确确认认违违法法44件件，，行行政政诉诉讼讼数数量量减减少少
综合纠错率达25%

本报记者 于飞

据了解，受理的复议案件
涉及的管理部门以公安、劳动
和社会保障、房屋征收、土地
和质检等为主。在644件办结的
案件中，确认违法4件，撤销13

件，责令履行3件，调解和达成
和解协议5件，被申请人改变
后撤销申请134件，综合纠错率
达25%。

“复议后起诉的案件数量
明显减少了。”刘立志说，2013

年烟台市应诉案件中复议后

起 诉 的 案 件 占 总 数 量 的
14 . 9%，较上年下降了近11%。
从复议后起诉的案件所占比
例看，烟台市的各级复议机关
办案质量有所提高，行政复议
化解矛盾纠纷的作用得到了
很好的发挥。

对交通违法记录有异议，
市民该如何申请行政复议？

烟台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法制科副科长李利介绍，市民
到交警大队违法处理窗口处
理违法记录时，服务民警会将
违法证据呈现给市民，如果市
民有异议，当场就可以提出来，
陈述或申辩都行。如果确实是
记录有误，交警部门将予以撤
销。如果民警当场不能做出决
定，随后会在内部讨论，共同商
议记录是否有误。需要注意的
是，市民对违法记录有异议的
话，必须到违法行为所在地的
交警大队服务窗口申辩。

经过协商后，市民对交警
部门的决定还不满意的话，就
可以提起行政复议，但前提必
须是到违法处理窗口，接受处
理，然后再向当地政府法制部
门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需要在做出行政处罚60

日之内，申请行政复议。”李利
说，提出行政复议申请，需要
向行政复议办公室提交申请
书、处罚决定书和身份证明，
工作人员调查后，一般会在60

日之内做出答复。
“行政复议的结果，市民

如果还不满意，可以再进行行
政诉讼。”李利说。

行政复议啥流程

行政处罚做出

市民才能申请

市政府集中复议权，主要是
为了保证行政复议的权威性和公
信力，之前，老百姓反映部门的问
题，就由部门自己来解决，不免会
让老百姓觉得部门有暗箱操作之
嫌，现在由市政府来受理，可以消
除老百姓心中官官相护的猜疑，
保证行政复议的公平公正。

为了保证提高行政复议的
公信力，还成立了行政复议委

员会，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参与
到复议案件的审议中。

然而，刘立志说，法制办也
面临挑战，因为复议权集中后，
他们受理的案件数量激增，人员
严重不足。而且工作人员要面对
很多新领域中的问题，需要不断
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素质，才能
完成复议案件的审理任务。

本报记者 于飞

法制办面临

人员紧缺等难题

国网蓬莱市供电公司

动态

20日，市民孙
先生在违法处理
大厅观看自己的
违法记录。 本报
记者 于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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