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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考预约、办牌办证在平台上就能办理，机动车年检、驾驶证审验、交通违法记分等在平台上随时查询，牌证网上申领、邮政寄递上
门……记者 23 日从公安部获悉，公安部正积极构建面向公众的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通过网页、手机 APP、短信、语音电
话等多种方式提供 10 大类 130 余项在线服务。该平台已在陕西、福建、广东等 3 省部分地市试点，将于 2016 年底完成全国推广应用。

公安部构建互联网服务管理平台 提供130多项在线服务 2016年底全国推广

交通违法罚款未来可网上缴纳

付寄递的全新工作机制，推行网上网下综合服务。
破除地域限制，实现全国范围的跨地域信息交换和
网上服务漫游，由“服务跟着管辖属地走”转变为
“服务跟着群众走”，方便群众异地办理相关业务。
注重延伸服务，与财政、银行、邮政合作，实现业务
办理、网上缴款、寄递交付一体化；平台延伸至汽车
4S店、驾校、医院等与交通管理相关的单位和场所，
实现一网办理业务。

已在三省开展试点 2016 年底全国推广

提供130余项在线服务
集预约、
办事、
查询等各类服务于一体
群众实名注册开通账号后，可享受互联网交通
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提供的驾考和车检预约、办
牌办证、违法处理和罚款缴纳、出行信息、信息查
询、告知提示、信息公开、重点对象管理、交通安全
宣传、业务咨询等10大类130余项服务。
在办理业务方面，群众通过平台，可随时随地、
轻松办理自主预约驾驶人考试、提前预约机动车检
验、预选机动车号牌、申请补换领牌证、缴纳交通违
法罚款等业务。群众办牌办证网上申领、网上缴
款、邮政寄递。平台还提供办牌办证、交通违法处
理、交通事故处理等各类业务办理指南、咨询互动
服务，解答群众办事疑问。还可实现医院网上提交
驾驶人体检证明、汽车销售服务店办理临时行驶号
牌、驾驶人培训机构办理驾驶证申请等多元化、一
站式服务。
在获取信息方面，群众通过平台，可随时查询、
动态掌握机动车、驾驶证、交通违法等个人相关信
息。及时了解路况、危险路段、道路施工、恶劣天气
注意事项等信息，以便合理规划出行时间、路线，安
全出行。公安交管部门还通过平台主动推送机动
车年检、驾驶证审验、交通违法记分等信息，告知提
示车主和驾驶人；公布驾校培训质量（包括考试合
格率、交通违法率、肇事率）、考场考试计划、机动车
选号号段等信息，增强服务管理透明度；向客货运
和危化品运输企业、校车管理单位等通报和抄告交
通事故、交通违法等信息，
促进交通安全源头管理。

据了解，近年来我国机动车和驾驶人迅猛增
长，截至今年6月，机动车保有量2.71亿辆、驾驶人
3.12亿人，近5年平均年增长7.56％、9.73％。交通
安全服务管理需求也快速增长，去年全国办理各类
业务7亿多笔，
近5年平均年增长超过10％。
为解决日趋突出的交通安全服务管理供需矛
盾，以及群众办牌办证、获取信息不方便、不及时等
问题，公安部经过广泛调研论证，组织多地试点，边
建设、边完善，商请相关单位开展合作、延伸服务，
形成了推进互联网交通安全服务管理的意见和平
台推广应用方案。目前，有关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将分步实现网页、手机APP、短信、语音服务上线目
标，分批完成全国的推广应用工作，服务项目还将
根据需求不断增加。
公安部交管局负责人介绍，互联网交通安全综
合服务管理平台的应用，将改变现有工作模式，推
进交通安全服务管理向更高效、更惠民、更绿色发
展，让广大群众感受到“互联网＋交通管理创新”带
来的便捷服务。

打造统一服务品牌
启用全国统一的网站、
电话、
APP
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将提供网
页、手机APP、短信、语音电话等多种方式，最大限
度地扩大服务对象覆盖面，针对不同年龄阶段、不
同文化层次、不同习惯偏好、不同生活环境群体的
服务需求，实行多样化、个性化服务。不会上网、没
有条件上网，只要有电话，也可享受平台带来的便
捷服务。
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将启用全
国 统 一 的“122.gov.cn”专 用 互 联 网 域 名、
“交管
12123”手机APP，使用全国统一的 “12123”交通
安全专用公益类服务短号。在实现全国范围内互
联互通的同时，将通过加强防护和规范管理等措
施，
有效保障信息安全，
保护公民个人信息。
据新华社 供图/公安部网站

实现服务流程再造
破除地域限制 交管业务可异地办理
简化办事手续，取消业务申请等纸质材料，建
立网上提交申请信息，网下审核材料、制作牌证、交

上海推行员额制初见成效 85%的审判资源被配置到办案一线

司改一年 一线办案法官增加近两成
到今年 7 月份，上海的司法改革已满一周年。去年 7 月，上海在全国率先拉开司法体制改革大幕，开展先行试点。今年 4 月，改革试点在上海市法院、
检察院全面推开。这一年间，上海司法改革工作以推行员额制为抓手，基本实现了预期的目标。

遴选进展
首批遴选工作已完成
第二批遴选正在实施
据上海市法官、检察官遴选（惩戒）委员会主
任沈国明透露，2014年底成立了遴选（惩戒）委员
会之后，首批遴选工作已于今年3月22日圆满完
成。目前，正在实施全市第二批法官、检察官遴选
工作。
遴选委共由15名委员组成，其中7名专门委员
由上海市人大内司委、上海市纪委、上海市委组织
部、上海市委政法委、上海市公务员局及上海市高
级人民法院、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分管领导担任；8名
专家委员经上海市人大和上海市政府法制机构、上
海市司法机关、各大高校、法学研究机构、律师协会
等层层推荐选拔产生，其中包括教授6名、研究员一
名、律师一名。此外，
还有12名专家库成员。
专家委员的人数超过系统内人员数量也凸显
了此次遴选工作的中立性和社会性。
值得注意的是，申请入额人员并不是直接就可
以接受遴选委员会的遴选，而是要由“两院”组织对
申请入额的审判员、检察员、助审员、助检员先行专
业考试、业绩考核，确定合格以上等次才能参加遴
选委员会的最终遴选。
上海市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沈志先
表示，在遴选前，要全部审阅被遴选人员的材料，经

历、表现等内容。之后每个人选都要进行面试，作3
分钟汇报，之后委员们会从不同角度提问，每个人
独立打分。
沈志先介绍，
“能进入遴选的人选，基本素质都
比较好，都符合法官、检察官的基本条件，差距主要
在是不是长期在审判和检察工作一线，经验丰富；
有的经验不足，
在一线时间不长，
先缓一缓。
”
北京青年报记者获悉，在首次遴选中，遴选委
通过面试，将有办案经验但笔试成绩相对靠后的7
人纳入员额，
调整率为9.2%。

改革成效
85%的司法资源配置到审判一线
办案法官人数比改革前增加18.5%
对于员额制会不会使案多人少的矛盾更加突
出，上海市政法委书记姜平明确表示，将司法行政
人员从改革前占队伍总数的20%减少至15%，确保
85%的人力资源投入审判办案工作。
据悉，虽然法官员额只有33%，但由于85%的
审判资源被配置到办案一线，审判一线的法官实
际人数比改革前增加了18.5%。今年上半年，4个
先行试点法院一线法官人均办案量达121件，同比
上升38%。
另外，上海市高院院长崔亚东介绍，
“ 改革后，
院、庭长不再签发裁判文书，把更多精力集中于案

件裁判，参与办案数大幅增长。先行试点法院院、
庭长直接办案去年为9531件，同比上升39.51%，今
年上半年为4442 件，
同比上升52.38%，
案多人少矛
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
上海市将法官员额向基层法院倾斜，向审判任
务重的一线业务部门倾斜，明确综合部门不配备法
官员额，把85%的司法资源配置到审判一线，法官
与审判辅助人员配比从改革前倒置的1:0.75，实现
了正比的1:1.5。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孙谧这样
看待司改带来的变化，
“ 原先法官‘混岗’管理的模
式彻底改变，腾出来的法官员额都分配给了我们办
案部门。
”

回避制度
101名法官家属是律师
按回避制度
“一方退出”
沈志先直言，推进员额制，有利于法官、检察官
队伍的优化。
“4个先行试点法院首批共遴选531名法官纳入
员额管理，全部为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硕博士学位
人员275人、占51.8%，
平均年龄43.9岁，
平均司法工
作经历18年；
4个先行试点检察院首批共遴选308名
检察官纳入员额管理，全部为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硕博士学位人员120人、占39%，平均年龄44.7岁，

平均司法工作经历19年。”上海市政法委书记这样
介绍上海首批法官、检察官遴选的成果。
最终上海确定了法官、检察官33%的员额和司
法辅助人员52%的比例，明确审判员、检察员首批
遴选至少要有10%的比例不入额，最终能否纳入法
官、检察官员额管理，完全以业务能力和实绩考核
为主。
沈国明表示，在负责遴选工作时，感到很矛盾，
因为要“好中选优”，所以有时会忍痛割爱。沈国明
还透露，因为遴选标准细、价值清晰，所以遴选委委
员形成了比较大的共识。在投票时没有出现多次
投票的情形，而是一次投票就可以产生结果，选出
合适的人选。
而目前的员额数并没有达到33%，先行试点法
院首批入额法官员额比例控制在27.6%（预计全部
完成后在32%以内），这是为今后的新生力量留有
余地，
可以补充进来。
经过遴选后，上海的法官、检察官平均年龄下
降而学历层次明显提升。值得注意的是，上海还从
全市优秀律师及法学学者中，择优公开选任了高级
法官、高级检察官各一名。
北青报记者获悉，上海不仅出台了《上海法官、
检察官从严管理六条规定》，还健全完善了《法官任
职回避制度》和“一方退出”机制。目前，上海法院
配偶或子女是律师的101名法官已经按规定全部实
现一方退出。

对话遴选委主任

未来将建退出机制打破法官检察官
“入额终身制”
作为上海市法官、检察官遴选（惩戒）委员会主
任的沈国明一直负责备受关注的法官、检察官遴选
工作。沈国明表示，现在经过 30 年正规的法制教
育，司法人员队伍已经具备了实行员额制的条件。
而如果不注重司法人员素质的提高，
“ 就无法面对
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社会”
。
北青报：此次上海已经开始进行第二批法官、
检察官遴选，考核工作是否完成，在什么时间可以
启动遴选？
沈国明：第二批法官、检察官遴选工作预计
会在今年 8 月启动最后的遴选程序，目前考试已

经完成，我也到了现场巡考，现场和高考没有什
么差别，非常严格。
北青报：第二批遴选与首批遴选相比，有什么
不同？
沈国明：第二批申请入额的总人数恰巧是第一
次的三倍，这也意味着工作量是原来的三倍，所以
决定将 12 名专家库成员也纳入进来，连同 15 名委
员一起，分成三个组，每组 9 人，这样每个组的工作
量就与首批遴选时相仿。而且因为每组 9 个人中，
有 5 人都参加过第一次遴选，可以保证与首批遴选
的水准相同。专家库成员中也包括很优秀的法学

专家，比如孙笑侠，是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也是我
们专家库的成员。
北青报：今后上海还会不会举行大规模的法
官、
检察官遴选？
沈国明：第二批遴选完成后，可以说，大部分的
工作已经完成，因为员额还没有用完，还留有余地，
所以今后肯定还会进行法官、检察官的遴选，但是
不会像这两次这样大规模。
北青报：上海市政法委书记姜平透露，将推动
建立纳入员额管理法官、检察官的退出机制，着力
打破“入额终身制”。目前，对于入额法官、检察官

的退出机制，有没有进行设计？在哪些情况下，需
要让法官、
检察官退出员额？
沈国明：退出机制目前还没有进行设计，但是
一定会有，比如说岗位调整，体现公平，把额度让出
来。而且我要强调的是，还有另外一个退出机制就
是惩戒。
目前，我们已经开始启动对法官、检察官的
惩戒程序。我们要非常严肃地对待惩戒，如果发
现已入额法官、检察官存在违法违纪行为要严肃
处理。
本组文/本报记者 张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