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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时尚也会
让人“很受伤”
□ 田晓剑 / 山东省惠民县公安局

永达汽车租赁，您安全出行的明智选择！

   被告人张某系某挂车生产厂家经理，王某系某汽
车贸易公司经理。张某向王某出售拖挂车，由于该
车车型超过国家规定的尺寸标准，无法上牌，于是
张某向王某提供了伪造的《道路运输证》3 本，后证
件均被有关部门查扣。对于张某伪造《道路运输证》
是否属于伪造国家机关证件，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
种观点认为，《道路运输证》是由运输管理部门颁发

近年来，随着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移动终端

的，而运输管理部门是事业单位并非行政机关，不属

产品的普及，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能看到许多长时间低头

于国家机关。因此《道路运输证》不属于国家机关证

玩手机和平板电脑的人，他们把“低头”看成是一种时

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与盗

尚、一种潮流，沉浸在虚拟网络里，不愿与人交流。研

窃、抢劫、诈骗、抢夺机动车相关刑事案件具体应

究显示，走路时玩手机十分容易分神，导致行人过马路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
“伪造、变造、

看左右的几率减少了 20％，遭遇意外的几率增加 43％。

买卖机动车行驶证、登记证书，累计三本以上的，依

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驾驶的 23 倍，开

照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以伪造、变造、

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驾驶的 2.8 倍 , 开车

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定罪”，其中也未提及《道路运

时看手机和打电话比“毒驾”和“酒驾”更具危险性。

输证》，因此《道路运输证》不属于国家机关证件，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减少“低头族”交通
事故的发生：

张某应定为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不构成犯罪。另一
种观点认为，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虽不属于行政机关，

一、加强宣传力度，提高广大“低头族”的交通安

但其颁发的证件有具体行政管理职能，张某的行为属

全意识。要对典型的由“低头”引发的交通事故曝光，

于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应当构成犯罪。笔者同意此观

让“低头族”从血的教训中认识到“低头”的交通危害

点，上述司法解释并不是排他性规定，列举到的证件

性和严重性，规范自身在交通中的行为。

属于国家机关证件，未列举到的并非一定不属于国家

二、加强对“低头族”的心理疏导。对手机、平板

机关证件。机动车行驶证、登记证书属于用途、权属

电脑成瘾的成年人要多倾听他们的心声，疏导其不良

证明，《道路运输证》属于营运资格的证明，其对道

情绪。鼓励他们有意识地减少使用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时

路安全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为此，笔者从以下三个

间，多观察身边的世界，多参加积极有益的社交活动。

方面对《道路运输证》的性质进行分析。

而对于自控能力弱、容易沉溺于各种游戏和网页中的未
他们多在现实世界中与人交流，并且要以身作则。如果

一、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道路管理的职能基
于行政法规的授权

“低头族”对手机、平板电脑依赖过于严重，则需要请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七条规定：“国

成年人，家长应教育他们适度使用移动媒体工具，鼓励

心理医师予以医治。

务院交通主管部门主管全国道路运输管理工作。县级以

三、职能部门执法人员在日常执法过程中，一旦有

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领导本行政区域

证据可以证明机动车驾驶员开车时低头看手机或用手机

的道路运输管理工作。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

发信息、打电话等，应按照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对其进行

具体实施道路运输管理工作。”

处罚。而针对专车和出租车司机边拉客边接单的行为，
同样需要加大监管力度。◆

该条规定明确了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即交
通运输局）在道路运输管理工作中的职责，即负责组
织领导本行政区域的道路运输管理工作，同时授权具体
的道路运输管理工作由县级以上地方道路运输管理机构
（即道路运输管理处）负责具体实施。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的制定过程中，
对于如何规定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曾有不同的意见。一种
意见不赞成笼统地把道路运输管理工作授权给道路运输
管理机构，另一种意见是赞成授权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
责道路运输管理工作。最后，立法机关认为由行政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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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造《道路运输证》
是否属于伪造国家机关证件
□ 李富金 / 江苏省响水县人民检察院

授权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管理道路运输活动，不仅符
合行政许可法的规定，而且符合道路运输管理的实际情
况和保护道路运输管理工作的连续性，也不影响道路运
输管理机构未来的改革和变化。
《行政许可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法律、法规授权
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在法定授权范围内，

机构核实并符合条件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向投入运输

以自己的名义实施行政许可。被授权的组织适用本法有

的车辆配发《道路运输证》。”虽然是配发，但仍然要进

关行政机关的规定。”因此，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实施的

行审核，进一步明确了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发放《道

行政许可属于行政法规授权的行政许可，运管处虽是事

路运输证》。

业单位，但因其获得行政法规的授权，故其颁发的《道
路运输证》属于国家机关证件。

第二十一条规定，“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应当要求
其聘用的车辆驾驶员随车携带《道路运输证》。
《道路运
输证》不得转让、出租、涂改、伪造。”明确了对证件

二、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具有对《道路运输证》
的行政管理职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二十五条

的管理要求。
第四十七条规定，“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对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和货运站经营活动的监督检查。”

的规定，“申请从事货运经营的，应向县级或市级道路

第五十八条规定，“违反本规定，取得道路货物运

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收到申请的道路运输管理机

输经营许可的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使用无《道路运输

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 日内审查完毕，作出许

证》的车辆参加货物运输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

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予以许可的，向申请人颁发道

机构责令改正，处 3 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违

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并向申请人投入运输的车辆配发车

反本规定，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不按照规定携带《道路

辆营运证；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

运输证》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改正，

由。”

处警告或者 20 元以上 200 元以下的罚款。”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多处对《道路运

上述规定进一步说明道路运输机构对运输管理的行

输证》进行了规定。其中第五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

政职能，说明《道路运输证》的证件属性及行政属性，

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领导本行政区域的

明确了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证件的发放、查验、管理职

道路货物运输和货运站管理工作。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

能，及对无《道路运输证》进行货运的行政处罚措施。

理机构具体实施本行政区域的道路货物运输和货运站管

三、《道路运输证》是由行政机关颁布的证

理工作。”
第十三条规定，“被许可人应当按照承诺书的要求
投入运输车辆。购置车辆或者已有车辆经道路运输管理

件
交通部关于启用新版《道路运输证》件的通知（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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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发 [2005]524 号）
：“现颁布新版《道路运输经营许
可证》《道路运输证》，自 2005 年 12 月 1 日起核发并开
始使用，至 2006 年 11 月 30 日核发结束。在核发期间，
新证、旧证同时有效，各地不得对未核发地区持旧证的
车辆实施行政处罚。2006 年 12 月 1 日起，旧证废止。”
该通知在修改说明及管理使用规定中指出“《道路
运输证》是交通部统一制定的经营道路运输的合法凭
证。凡在我国境内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和非经营性道
路危险货物运输的机动车辆，均须持有《道路运输证》，
并随车携带，以备查验。”
“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是《道路运输证》的
主管机关，并发放《道路运输证》。经营者取得《道路
运输经营许可证》的前提下，向车籍地的道路运输管理
机构申领《道路运输证》。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受理后，

交通事故
赔偿款
并非
夫妻共同财产
□ 程文华

审核合格的，在《道路运输证》上加盖道路运输管理机
构证件专用章，并配发给经营者。”

汤女士咨询：我在一起交通事故中腿部及腰部受到

同样说明《道路运输证》是由交通行政管理部门颁

伤害，最终获得医疗费、生活补助费等赔偿款共计 8.5

布的、交通运输管理机构发放管理的具有行政管理职能

万元。我受伤后身体多有不便，家里的许多事情落到丈

的法定证件，属于国家机关证件。

夫身上。近来，丈夫对我常有怨言，夫妻经常争吵，感

之所以对此问题存在争议，主要还是因为运管处属

情急剧恶化。现在我丈夫向我提出离婚，并要求在离婚

于事业单位。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在《关于

协议书上写明我因交通事故获赔的 8.5 万元平均分割。

伪造、变造、买卖政府设立的临时性机构的公文、证件、

丈夫的理由是：这 8.5 万元赔偿款是我们在婚姻存续期

印章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中明确：“伪造、

间所得，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变造、买卖各级人民政府设立的行使行政管理权的临时
性机构的公文、证件、印章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

请问：这 8.5 万元交通事故赔偿款是否属于夫妻共
同财产？

照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以伪造、变造、买

答复：汤女士，这 8.5 万元交通事故赔偿款不属于

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追究刑事责任。”临时

夫妻共同财产，在离婚时是不需要与丈夫平均分割的。

性机构的证件都可按国家机关证件处理，作为经过法定

夫妻共同财产，是指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所共

授权的事业单位，其证件也应作为国家机关证件对待。

同拥有的财产，所谓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是指夫妻结

事业单位颁发国家机关证件，其实远不止交通运输

婚后到一方死亡或者离婚之前这段时间，夫妻所得的财

管理部门发放的《道路运输证》，像以前颁发的《房产

产，除约定的外，均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在现实生活

证》（2015 年 3 月 1 日实施《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后

中，有人认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取得的一切财产无一

为《不动产权证书》）是否属于国家机关证件也曾存在

例外地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双方享有平等的处理

争议。为此，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关于房产证是否

权，其实这种认识是非常片面的。我国《婚姻法》第

属于“国家机关证件”问题的研究意见》（2003 年 6 月

十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财产：

26 日）
，认为《房产证》属于政府房地产管理部门填发

（一）一方的婚前财产；（二）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

的房产证明，属于国家机关证件，最高人民检察院侦查

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三）遗嘱或赠

监督厅也同意此意见。

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四）一方专用

承担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除了运输管理部门
外还有很多，如一些省份的无线电管理局、农业机械管

的生活用品；（五）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
由此可以看出，汤女士因交通事故受伤获赔的 8.5

理局、农业资源开发局、文物局、测绘地理信息局等。

万元，属于上述法条第二种情形，属于个人财产，在离

事业单位承担行政职能，是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目

婚时是不能平均分割的。此外，《婚姻法》第十八条之

前，这些部门颁发的、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证件仍应作

所以作出如此规定，就是为了保障受到伤害者今后生活

为国家机关证件对待。◆

的基本需要。也就是说，汤女士的这笔赔偿款是“养命
钱”，对方是无权分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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