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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张低头族罚单”现身温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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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查阅了一些地方的文明行为促进规则,对于类似的不文
明行为,它们也都做了非常详尽的列举性规定,但大多是引导性的,没有设立明确罚则。而温州市的规则明确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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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处警告或者十元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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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天津1月17日电（记者张建
新） 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近日
监测发现，十款违法有害移动应用存在
于移动应用发布平台中，其主要危害涉
及恶意扣费、隐私窃取、恶意传播、诱
骗欺诈和流氓行为五类。

这些违法有害移动应用具体如下：
1、《正中靶心》（版本1.0）这一款移

动应用存在扣费恶意代码，通过隐蔽等
手段，导致用户经济损失。

2、《高效办公软件》（版本2.0.0） 这
一款移动应用存在危险行为代码，警惕
该软件私发短信定制扣费业务，泄露用
户隐私。

3、《宝石大消除》（版本2.4.2）、《聚
看影视》（版本18.11.11.123）这两款移动
应用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拨打
电话、发送短信等，造成用户流量消耗
和资费损失。

4、《青青草视频在线》（版本 5.4.9）
这一款移动应用存在诱骗欺诈行为，可
能会弹出积分墙广告，强制要求用户完
成推广应用下载任务才可以正常使用，
给用户带来严重干扰。

5、《星 星 苹 果 消 消 乐》（版 本
5.12.20）、《互 动 第 一 课 堂》（版 本
2.4.4）、《开火车》（版本 1.4）、《地域边
境》（版本 6.3.24）、《开心消消乐 2016》
（版本V1.0） 这五款移动应用存在危险行
为代码，严重干扰移动设备正常使用。

针对上述情况，国家计算机病毒应
急处理中心提醒广大手机用户不要下载
这些违法有害移动应用，避免手机操作
系统受到不必要的安全威胁。同时建议
打开手机中防病毒移动应用的“实时监
控”功能，对手机操作进行主动防御，
这样可以第一时间监控未知病毒的入侵
活动。

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记者刘红
霞） 打击“洋垃圾”走私是海关缉私一
号工程。记者17日获悉，2018年我国海
关缉私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固体废物进
口同比下降46.5%。

海关总署署长倪岳峰当天在全国海
关工作会议上说，2018 年，针对“洋垃
圾”入境等问题，海关加强固体废物装
运前检验、口岸布控查验和企业稽核
查，组织实施5轮“蓝天2018”专项打击
行动，倡议并成功开展“大地女神”第
四期国际联合执法行动。全年，海关共
立案侦办 481 起走私“洋垃圾”犯罪案
件，查证155.09万吨各类走私废物，同比
分别增长68%和78%。

海关当天发布全年十大缉私典型案
例。其中提到，2018 年 3 月，拱北和南
京海关缉私局联合侦办“3.25”特大固
体废物走私案。经查，涉案公司从境外
钢铁厂收购碎矿、球团、矿渣等，采用
篡改指标、离岸公司洗单、伪报品名等
方式走私进口，涉案固体废物 31.2 万
吨。

打击“洋垃圾”走私战线以外，海
关其他类型缉私工作同样成绩不俗。比
如，海关全年查获象牙等濒危物种及其
制品 25671 件，增长 121%，立案侦办象
牙及其制品走私犯罪案件44起、查获800
公斤，分别增长4%、18.7%。

倪岳峰说，经过一系列努力，重点
领域、重点地区、重点商品走私高发势
头得到有效遏制，打私办案各项指标全
面提升。反走私综合治理成效明显，地
方政府的主体责任和各有关部门的职能
作用有效发挥。他表示，2019 年海关将
继续高压严打走私。

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

监测发现十款违法移动应用

高压严打！

“洋垃圾”入境减幅近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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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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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泉探对记者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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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不能完全杜绝但可净化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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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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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罚力度不好掌握 需对行为清晰界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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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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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子过马路看手机致人死亡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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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人过马路玩手机 夏威夷最高罚
99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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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走路看手机被罚款
10元

交警：依据个人经验、
现场观察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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