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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日下午，甘肃省人民检察院发布《关
于“毛志尧交通肇事案”相关情况的通报》称，
经过阅卷审查和对案件事实、证据、具体情节
及判决的研判，甘肃省人民检察院认为，毛志
尧交通肇事案一审判决免予刑事处罚明显过
轻，已责成定西市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
提出检察建议，要求依法纠正原判错误。

2 日晚，陇西县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对毛
志尧交通肇事案决定再审的通报》称：“为确保
案件公平公正，回应社会关切，陇西县法院于
2019年1月26日启动了对毛志尧交通肇事案
的评查工作。根据评查结果：本院决定依法对
本案进行再审。”

同一天两个通报，缘起于一周前甘肃省
陇西县纪委监委关于党员干部酒驾醉驾典型
案例通报，其中毛志尧交通肇事案快速发酵
并成为舆论热点。

1月25日，陇西县纪委监委通报了11起
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酒驾醉驾典型案例，其
中第十起案例为：陇西县工商局干部毛志尧
醉酒驾驶致人死亡，犯交通肇事罪，被判免
予刑事处罚。

通报经媒体报道后，迅速引发网友关
注。不少网友提出质疑，根据法律规定，只
要是醉驾都应该判刑，更何况此案中毛志尧
是交通肇事致人死亡。甚至有网友怀疑，司
法部门在此案的处理上是否存在腐败问题。

面对汹涌的舆情，陇西县人民法院快速
发布情况说明，称“已经立即按照相关工作
要求，启动了对毛志尧交通肇事罪一案的专
案评查。待评查结束后，及时向社会各界公
布评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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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醉驾入刑”，孙伟铭应该是一个绕不
开的名字。

2009 年 7 月 23 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
民法院对醉酒无证驾驶造成4死1伤的孙伟铭
作出一审判决，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罪”判处肇事司机孙伟铭死刑，剥夺政治权利
终身。

判决结果出来后，舆论一片叫好。然而一
些法学专家却认为，是舆情影响了司法。如果
没有强烈的舆论压力和一片喊杀的呼声，此案
不可能被定性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罪。“按照交通肇事不逃逸，最多只能判七年”。

孙伟铭对判决不服提出上诉。其父亲也
卖房赔偿受害人100多万元，得到了受害人家
属的谅解。2009年9月8日上午，四川省高级
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改判无期徒刑，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

孙伟铭成为“中国醉驾入刑第一人”的标
志性人物。

在法院对孙伟铭作出终审判决3天后，最
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醉酒驾车犯罪法律适用
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引用了公安
机关统计的一组数据：1998 年，全国共发生
5075起酒后和醉酒驾车肇事案件，造成2363人
死亡；2008年，发生7518起，死亡3060人；2009
年1月至8月，共发生3206起，造成1302人死
亡，其中，酒后驾车肇事2162起，造成893人死
亡；醉酒驾车肇事1044起，造成409人死亡。

在意见后面，附了两起“醉酒驾车犯罪案
例”，其中之一便是孙伟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

共安全罪案。意见最后强调，“为依法严肃处
理醉酒驾车犯罪案件，遏制酒后和醉酒驾车对
公共安全造成的严重危害，警示、教育潜在违
规驾驶人员，今后，对醉酒驾车，放任危害结果
的发生，造成重大伤亡的，一律按照本意见规
定，并参照附发的典型案例，依法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量刑。”

由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最高
刑期为死刑，有人因此将最高法院的意见称为

“乱世用重典”。
据测算，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率要比正

常状态下驾车高出16倍。由于中国酒文化盛
行，酒精也正在成为越来越凶残的“马路杀
手”。一幕又一幕血淋淋的惨案让公众出离愤
怒，对酒后驾车施加刑罚的声音不绝于耳。

2011年2月，刑法修正案（八）通过，于刑
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增设了“危险驾驶罪”，即俗
称的醉驾入刑，并于当年5月开始施行。

同年5月9日晚，国内知名音乐人高晓松
驾车在京发生交通事故。经酒精检验，高晓松
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243.04毫克，已构
成醉酒驾车行为。随后，高晓松因危险驾驶罪
被判拘役6个月，罚款4000元人民币。高晓松
也因此成为刑法修正案（八）实施后醉驾入刑
的第一人。

据北京市交管局一位官员介绍，醉驾入刑
后，对证据无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按照刑事
案件取证的标准，对于有醉驾嫌疑的司机必须
进行抽血取证。查酒驾时酒精检测仪器获得的
数据，仅是交警前期判断醉驾的方法，通过对
嫌疑人体内酒精含量的比对，出具鉴定结论。

“司法实践中，以血液中酒精含量80mg/100ml
作为饮酒与醉酒的分界线。每100ml血液中，
酒精含量达到20mg至79mg，属于酒后开车；
酒精含量达到80mg以上，属于醉酒驾车。”

醉驾入刑后，涉嫌醉酒驾驶的人员将面临
拘役。法律专家称，拘役与行政拘留的区别主
要体现在：一是性质不同，一个是刑事处罚、一
个是行政处罚；二是期限不同，行政拘留1日
以上15日以下，数行为并罚不得超过20日，拘
役期限为1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数行为并罚
不超过1年；三是后果不同，拘役会给当事人
留下刑罚记录，对他们的工作、生活造成较大
影响，如对律师、公务员、国企员工等而言，面
临的可能是丢掉工作。

醉驾一律入刑引发争议醉驾一律入刑引发争议
定罪量刑应视情节而定定罪量刑应视情节而定

醉驾入刑后，对于这一行为的定罪量刑尺
度把握，在实践中一直没有得以统一。立法
者、学者不断提出的定罪“松绑”、量刑轻刑化
的建议，也一直与广泛民意存在差异。

据公安部门统计，醉驾入刑的实施，对醉
驾行为起到了震慑作用。实施前半月，全国查
处的醉酒驾驶数量较上年同期下降35%，日均
查处数量较上年全年日均查处数下降43%，因
醉酒驾驶发生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和受伤人数
同比分别下降37.8%和11.1%。

醉酒驾驶治理成效显著，公安部特别强
调，刑法修正案（八）施行后，“对经核实属于醉
酒驾驶机动车的，一律刑事立案”。

最高法院一开始则对醉驾入刑持审慎态
度，一位负责人称，“情节显著轻微的醉驾行
为，可能不被追究刑责。”

在公安部、最高法院分别对醉驾入刑表态

后，最高人民检察院也称：“醉驾案件只要事实
清楚、证据充分一律起诉。”

最终，最高法院正式对醉驾案件审理表
态，称将印发“指导案例”，以规范醉驾案件审
判。“通知各省高院将按危险驾驶罪定罪处罚
的前两起案件上报，最高法院将在审查后发布
醉驾指导性案例。”

2013 年 12 月 18 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
院、公安部印发《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
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指出“血液
酒精含量检验鉴定意见是认定犯罪嫌疑人是
否醉酒的依据”，基本上认同了醉驾入刑。

记者查询相关资料发现，自 2011 年醉驾
入刑以来，各地查处酒驾的数量仍存在居高难
下之势。从一些地方的通报来看，2018年，交
管部门查处的酒驾案件绝对数量在增加，有些
地方增幅较大，超过了五分之一。

统计数据显示，危险驾驶罪已一跃成为仅
次于盗窃罪的第二大罪名，并且遥遥领先于第
三位的故意伤害罪。

为什么醉驾入刑后，仍有大量醉酒驾驶无
法禁绝？这说明入刑虽重，但仍有以身试法者
存在侥幸心理。

基于上述情况，最高法院在 2017 年制定
了《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试
行），决定自5月1日起，在全国第二批试点法
院对危险驾驶等8个罪名进行量刑规范改革
试点，其中关于醉驾量刑的规定“对于醉酒驾
驶机动车的被告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
的，不予定罪处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
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醉驾并非一律入刑”的说法一经报道，迅
速在全国引起广泛争议。反对者认为，法律既
然规定了醉驾要入刑，也没有附加其他什么条
件，那就必须照此执行，树立法律的权威。赞
同者则认为，一刀切的入刑处罚，威慑力是很
强，但在司法实践中，造成了打击面过大的情
况，那些情节轻微、也没造成社会危害的醉驾
被入刑，实际上让当事人付出了过多的代价，
罪罚并不相当。

对于醉驾情节轻微免予刑事处罚，浙江、
上海、江苏先后出台关于醉驾案件办理的最新
规定。随后，重庆也采取跟进措施。新规明
确，惩治“醉驾”犯罪，部分情节轻微的可以不
追究刑事责任。

为何醉驾入刑问题，会存在如此之大的争
议和分歧？

据北京市一名法官介绍，在醉驾定罪量刑
的施行过程中，各地做法有所不同，有的地方
倾向于一律起诉、一律定罪量刑，有的地方则
区分了一些不同的情况；有的直接起诉，有的
定罪缓刑；有的定罪免刑，有的甚至免予起
诉。“对醉驾一律处实刑其实就是机械执法、僵
硬执法的一种表现，不符合刑法的罪刑相适应
原则，无法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据了解，量刑指导意见（二）出台后，相当
于肯定了很多地方法院在实践中对醉驾定罪
量刑的一些比较灵活的做法。

2011年6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
市克拉玛依区人民法院认定醉驾者王某犯有
危险驾驶罪，但被判免予刑事处罚。这是实行
醉驾入刑后，经媒体公开报道的首例“醉驾免
刑”案件。

记者从陇西县纪委监委通报的11起酒驾
醉驾典型案例中看到，紧随毛志尧之后，是陇
西县永吉初级中学教师赵文奎醉酒驾驶案。
赵文奎2018年3月醉酒驾驶机动车，被陇西县
人民检察院直接认定“其行为构成危险驾驶
罪，但犯罪情节轻微，不予起诉”。

醉驾超速并致人死亡醉驾超速并致人死亡
免予刑事处罚不合理免予刑事处罚不合理

毛志尧交通肇事案的一审判决书至今还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案号为（2017）甘 1122
刑初474号。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网上的这份判决
书此前之所以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是因为整
个判决书里，并没有出现“毛志尧”3个字，而
是全部用毛某某代替。而且在表述毛志尧的
身份信息时，只有性别、民族和年龄，没有介绍
其职业。

法院的判决日期是2018年3月2日，至今
已有10个月之久。这起“案结事了”的案件之
所以近期成为舆论焦点，源于陇西县纪委监委
在通报中公布了毛志尧的名字和县工商局干
部的身份。

通报称，2017 年 9 月 4 日，县工商局干部

毛志尧醉酒驾驶小轿车将环卫工宋某某碰撞
致死。陇西县人民法院判决毛志尧犯交通肇
事罪，免予刑事处罚。2018年3月27日，毛志
尧受到留党察看一年处分，2018 年 12 月 20
日，毛志尧受到政务撤职处分。

通报一出，很快引来网友质疑：醉酒、超
速、致人死亡。原本一桩情节严重的交通肇事
案件，为何最终却被法院判处免予刑事处罚？

有法律人士认为，根据刑法第一百三十三
条的规定，对交通肇事罪规定了三个不同的量
刑档次：犯交通肇事罪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
特别恶劣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
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 7 年以上有期徒
刑。而根据相关司法解释，交通肇事造成死亡
一人或者重伤三人以上，并负事故全部或者主
要责任的，应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此案中，毛志尧不仅交通肇事致人死亡，而且
是醉驾。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存在自首、取得
谅解等情形，也不应被免予刑事处罚。”

随着对这起案件的深入了解，记者发现毛
志尧交通肇事案还有诸多吊诡之处：

首先，陇西县公安局在明知毛志尧醉酒驾
驶车辆致一人死亡的情况下，没有制作《道路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而是以危险驾驶罪向
陇西县检察院提请批捕。检察院审查后，以事
实不清、证据不足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陇西
县公安局没有补充侦查以交通肇事罪再次提
请批捕，而是对毛志尧采取了取保候审。

其次，陇西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作出《道路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后，将案件移送到陇西
县检察院，检察院认为此案犯罪情节轻微，作
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陇西县检察院认为，毛志尧有投案自首情
节，并且与被害人家属达成了80万元的赔偿
协议，被害人家属恳请司法机关不要追究被告
人毛志尧的刑事责任。

根据规定，陇西县检察院作出相对不起诉
决定后，需要向上级检察院报送不起诉意见
书。但上级检察院定西市检察院批复认为，陇
西县检察院的不起诉明显不当，指定陇西县检
察院起诉。迫于上级压力，陇西县检察院以交
通肇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陇西县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以陇西县检察
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时的相同理由，判决毛志
尧犯交通肇事罪，免予刑事处罚。

法院认为，毛志尧有自首情节、并且案发
后赔偿被害人家属损失80万元并取得谅解，
这两项都是从轻情节。然而，根据甘肃陇通司
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检验，毛志尧血液中酒精含
量为 268.15mg/100ml，相对于构成醉驾的标
准 80mg/100ml，已经远远超过醉驾标准的 3
倍以上。判决书在释法时，只字不提醉驾这一
从重情节。

有网友检索出一起与毛志尧案类似的案
例，发生在2012年的湖北。吴某华酒后驾车
将张某撞伤，造成张某经抢救无效死亡。经鉴
定，吴某华血液中酒精含量为213mg/100ml。

法院认为，吴某华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
规，醉酒驾驶机动车而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一
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其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
吴某华在案发后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
行，是自首，且当庭自愿认罪，积极赔偿被害人
亲属经济损失70万元，可从轻处罚。随后，法
院作出判决：吴某华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
徒刑六个月。

从陇西县纪委监委的通报来看，在法院判
决后，毛志尧受到政务撤职处分，却并没有被
开除公职。目前，毛志尧仍在县工商局上班。

有法学专家告诉记者，判决书显示，毛
志尧之所以获得轻判，与其具有自首情节，
且在案发后积极协商被害人家属，赔偿对方
损失80万元并取得谅解有关。“按照最高人
民法院相关指导意见，法院在调节量刑比例
时，自首情节一般最多可在基准刑基础上减
少 40% ； 取 得 被 害 人 方 谅 解 ， 一 般 减 少
20%。从这个角度来说，法院判决缓刑或者
拘役是有可能的，但免予刑事处罚，则突破
了法定量刑的下限，有违立法本意，背离了
立法宗旨。”

2月2日，甘肃省检察院发布通报称，陇
西县检察院承办此案的检察官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的有关表述，是不当的、错误的。对
此，甘肃省检察院已责令陇西县检察院和承
办检察官作出深刻检讨，进行认真整改。对
检察官发表不当言论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
响，省人民检察院深表歉意。据《法制日报》

这起交通肇事案为何备受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