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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
“掉线”
被罚款2000元

货车司机服农药自杀
留下 70 岁老母和 3 个娃
遗书：
用死来唤醒领导对这个事情的重视

锐评

4 月 5 日，河北沧州泊头市货车司机金德强途经
唐山市丰润区超限检查站时，因定位系统掉线，被处
以扣车、罚款 2000 元。或因不能接受此罚款，金德强
服农药自杀，
最终于 5 日 23 时经抢救无效死亡。
4 月 7 日，金德强的哥哥表示，已在当地派出所做
了笔录，家属正在宾馆等待进一步的结果。

2000 元罚款何以成为
压垮司机的
“稻草”

喝农药 10 多分钟后才送医
金德强的哥哥告诉，5 日 15 时 30 分许，金德强在
超限检查站办公室走廊里喝下药物。17 分钟后被送
往医院救治。5 日 23 时 50 分许，因抢救无效去世。
事后，他从一个老乡处得知，其弟弟喝药后，在一个跑
车群发布视频称，
“你看我喝了药，10 分钟了没有人管
没有人问。”
金德强的哥哥感到愤怒，
“他在办公室喝的药，怎
么就没有拦住？而且服药后十几分钟才给送到医
院？
”
但超限站工作人员称，金德强在外面喝的药物，
喝药地点不在超限站内，超限站对此事不知情。唐山
市公安局丰润区分局姜家营派出所已取证，目前正进
行调查。

金德强喝下的农药。 视频截图

6 日晚，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官
方微博发布通告称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金某强服毒
一事进行调查。(网页截图)

留下 70 岁老母和 3 个娃
金德强的哥哥说，弟弟今年 51 岁，小学文化，开
车这么多年落了一身病，患有糖尿病、心脏病等多种
疾病，也没有挣到什么钱，家里有一位 70 岁的老母
亲、3 个孩子，最小的才 15 岁。平常以开货车拉货挣
钱维持生计，
家庭经济条件不好。
金德强留下的遗书显示，
“ 我 9 岁我父亲就去世
了，那年我的哥哥才 12 岁，我的母亲含辛茹苦把我们
两个拉扯大，太不容易了。儿子姑娘们永别了，我死
后好好的疼你的奶奶和母亲，儿子照顾好你妹妹。我
走后不要过度悲伤，生气赌气，把日子过好。”
“一个月最多能挣 1 万块，少的时候几千。他脑
袋不够灵光，只能开货车，做不了别的活计，谁能想到
会这样？”金德强的哥哥说。

账户里只有 6000 元
金德强的哥哥说，他本人也从事交通运输行业，
“定位系统是用来检测我们有没有疲劳驾驶的，因为
规定我们开多长时间就必须休息一下，它会提醒我们
这时候该休息了。我们司机也很难注意到定位系统，
根本不知道它掉线了没有，上面一年也只会检查一两
次。”他补充道，
“我们开车都不敢走高速，一走高速费
用就上去了，
挣一点点钱都很不容易。
”
金德强去世后，一家人查看了他的账户，发现只
有 6000 元钱，
“ 没有什么文化，就是依靠开开车勉强
过日子。”

链接
我国《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规定，
车辆运输时，
卫星定位装置需保持在线。出现故障
不能保持在线的运输车辆从事经营活动的，
由县级
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
处
800 元罚款。有破坏卫星定位装置以及恶意人为
干扰、屏蔽卫星定位装置信号情形的，由县级以上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处 2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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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者遗书：
用死唤醒领导对这个事的重视

4 月 6 日下午，司机金德强的儿子金先生告诉记
者，5 日下午突然接到父亲的视频电话，父亲在电话里
告诉他，
“照顾好你的奶奶和两个妹妹”。金先生表示，
他当时很诧异，然而还没等自己说话，父亲便挂断了电
话。
金德强在微信群中发布了一份遗书，
“（我）今年
51 岁，今天在丰润区超限站被抓说我定位掉线，罚款
2000 元，请问我们一个司机怎么会知道，我感觉到我
也快活不长了，所以我用我的死来换（唤）醒领导对这
个事情的重示（视）”
。
死者家属证实了这份遗书的真实性。金先生称，
“工
作人员要罚2000块钱，
我爸接受不了，
因为家里穷，
后来
去买了农药，
问工作人员能不能照顾，
说照顾不了，
就把
农药喝了。
”
金先生表示，自己接到警察电话，赶到唐山市工人
医院时已经是 5 日晚 10 点多，
“那时候父亲已经昏迷不
醒，
身上残留着农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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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通报：
联合调查组已介入调查

据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博
消息，唐山市丰润区人民政府新闻办 6 日发布通报称：
4 月 5 日中午，在丰润区姜家营联合治超站的例行检查
中，
发生一起货车司机突发服用农药事件。
事件发生后，治超站工作人员迅速拨打报警电话
和 120 急救电话。接到报警后，丰润区公安机关迅速
出警，展开立案调查；医护人员立即赶到现场组织抢
救。经多方抢救无效，
该司机于当日 23 时死亡。
事件发生后，丰润区委、区政府迅速组成由政法
委、纪委监委、公安局为成员的联合调查组，依法依规
开展全面调查，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目前，相关工作
正在进行中。
综合新京报、澎湃新闻、红星新闻等

4 月 5 日，卡车司机金德强途经河北省唐山
市丰润区超限检查站时，因定位系统掉线，车子
被扣并罚款 2000 元。随后金德强在治超站内
服毒自杀，经抢救无效去世。目前，当地有关部
门已介入调查。
卡车司机金德强或因不服相关处罚，亲手
结束了自己 51 岁的生命，留下高龄老母，用如
此决绝的方式表达不满，
其情形令人悲愤。
逝者已矣，但一系列问题必须追问：涉事检
查站是否涉嫌超越职权执法？其罚款是否有执
法依据？
根据《行政处罚法》之规定，行政处罚由具
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
施。一般而言，地方超限检查站系交通运输部
门下属的检查机构。顾名思义，该机构权限在
于对车辆违规超载等超限情形进行检测鉴定。
运输车辆北斗定位掉线是否属于其执法范围，
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丰润区超限检查站
可能涉嫌越权乱执法。
处罚法定原则，不但要求实施处罚主体合
法，还要求处罚依据合法。根据交通运输部《道
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第五章第 37 条
规定，道路运输经营者使用卫星定位装置出现
故障不能保持在线的运输车辆从事经营活动
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拒
不改正的，
处以 800 元罚款。
那么，丰润区超限检查站对司机金德强处
以 2000 元罚款，是否超过处罚幅度？处罚前是
否
“责令其改正”
？
退一步讲，即使丰润当地对卡车司机金德
强的处罚合法，但若仅仅因为定位系统掉线而
处以 2000 元罚款，与其日常收入相比，如此惩
戒实属过于严厉。
从媒体报道看，卡车司机并非专业人士，无
法及时知晓其车辆定位系统是否掉线，而司机
们每年都得向运营商缴付相应费用。在此过程
中，丰润当地执法机构是否向卡车司机及时告
知并提供“责令改正”的机会？运营商是否及时
履行相应义务提醒？……以上种种，都是目前
留给公众的疑问，
也应当是调查组调查的方向。
唯有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对涉嫌违反法
律规定的执法者追究相应责任，才能告慰去世
的金德强，向公众交代，还社会以公平正义。千
万不要让不规范的执法成为压倒本来就生活艰
辛的货车司机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事实上，我国为弱势群体提供了较完备的
救济渠道——信访、诉讼、调解、仲裁、曝光、申
诉等。但是面临维权需求时，一些人本身能够
承受各类损失的能力较差、维权成本高等问题
暴露出来，如金某一样，如果确因面对 2000 元
罚款让内心的愤懑无处诉说，当维权的难度增
大，又可能需要付出难以接受的时间成本时，多
种因素纠合，
或许最终导致惨烈的结果。
这样的悲剧如何不再上演？至少应做到及
时发现存在问题，合理纾解压力，降低弱势群体
寻求社会救济的成本。这一点，
势在必行。
上游新闻记者 肖鹏

涉事检查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