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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院新颁布的叶治安管理处罚法曳注意处理好与宪法尧刑法尧刑事诉讼法尧行政处罚法尧行政复议法尧行政
诉讼法尧消防法尧道路交通安全法尧居民身份证法等有关法律的衔接袁维护了法制的统一遥 这不仅有利于
该法的顺利实施袁防止因相互冲突而产生的尴尬局面袁而且也为今后其他立法活动作出了榜样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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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曳渊以下简称叶治安管理处罚法曳冤于 圆园园缘 年 愿 月 圆愿 日由十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袁 并将自 圆园园远 年 猿 月 员 日起施行遥 同时废止 员怨愿远 年 怨 月 缘 日公布尧
员怨怨源 年 缘 月 员圆 日修订公布的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曳渊以下简称为原条例曳冤遥 叶治安管理
处罚法曳分为总则尧处罚的种类和适用尧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和处罚尧处罚程序尧执法监督尧附则共 远 章
员员怨 条遥该法注意处理好与宪法尧刑法尧刑事诉讼法尧行政处罚法尧行政复议法尧行政诉讼法尧消防法尧道路
交通安全法尧居民身份证法等有关法律的衔接袁维护了法制的统一遥 本文试图探讨该法与相关法律的衔
接问题遥
一尧叶治安管理处罚法曳与宪法中关于公民权利及人权保障规定的衔接
圆园园源 年宪法修正案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尧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以及对公民私有财产征用补偿的条款
写入宪法袁进一步强调了对人权和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袁为国家公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切实保护公民尤
其是弱势群体的合法权利提供了明确的宪法依据遥 治安管理处罚法在加强治安处罚力度尧扩大处罚行
为种类的同时袁更加突出以人为本尧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遥 主要表现在颐
员援 在立法宗旨中阐述了对公民权利的保障遥叶治安管理处罚法曳第一条对立法目的的阐述是院野为维
护社会治安秩序袁保障公共安全袁保护公民尧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袁规范和保障公安机关及其人
民警察依法履行治安管理职责冶遥 这里在阐述野维护社会治安秩序袁保障公共安全冶目的的同时袁体现了
野保护公民尧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冶的立法宗旨袁并突出了维护权利与规范公权的统一遥
圆援 在立法的原则中增加了保障人权的规定遥即叶治安管理处罚法曳第五条在关于实施治安管理处罚
应当坚持的原则中袁除公开尧公正外袁增加了野尊重和保障人权袁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冶的内容遥
猿援 在治安处罚的适用中袁彰显人文关怀遥 第二十一条规定袁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袁依照本法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袁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院已满 员源 周岁不满 员远 周岁的曰已满 员远 周
岁不满 员愿 周岁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的曰苑园 周岁以上的曰怀孕或者哺乳自己不满一周岁婴儿的遥 对弱势群
体的有区别对待体现对这部分人人权的特殊保护遥
源援 在野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冶章节中袁专门将 野侵犯人身权利尧财产权利的行为和处罚冶共十条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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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袁体现了对公民权利和私有财产的保护遥 本节所列举的治安管理违法行为是直接对公民权利及
人权构成侵害的行为袁对这些法违法行为如果不控制袁不仅使社会公共利益受损袁更危害公民的权利袁
因此袁将它们纳入处罚的范围袁意味着对公民权利保护力度的加大遥 比如按照国家尊重保障人权的规
定袁对于强迫他人劳动以及用暴力威胁他人劳动的袁叶治安管理处罚法曳增加了一些处罚的行为袁这是对
公民人身权利的保护遥 再如针对偷窥尧偷拍他人卧室尧浴室等隐私场所袁或者窃听他人隐私的行为袁叶治
安管理处罚法曳规定袁将处 缘 日以下拘留或者 缘园园 元以下罚款曰情节严重的袁处 缘 日以上 员园 日以下拘
留袁可以并处 缘园园 元以下罚款遥 这是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遥 国家授权公安机关对侵犯公民人权的各类违
法犯罪行为进行顶防尧制止尧调查和惩治袁也是对公民权利保护的具体体现遥
缘援 在处罚程序上袁治安管理处罚法在加大打击违法行为的同时袁更加注重规范公安机关权力的行
使袁以切实维护公民尧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遥 治安处罚包括了限制人身自由的拘留处罚袁是行政
处罚中相对最为严厉尧对公民权利影响最大的一类处罚遥 因此袁限制公安机关滥用职权尧防止警察以权
谋私袁也就成为坚持以人为本尧保护公民尧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必然要求遥 为了防止因权力使用
不当造成对公民权利的侵害袁治安法第四章对处罚程序作了更为严格和具体的专章规定袁从原条例规
定的十条袁增加为三节二十六条袁体现为四种程序性制度袁即治安处罚回避制度尧听证制度尧时效制度尧
告知制度遥
远援 设置执法监督专章来保证对公安机关权力的监督和对公民权利的救济遥叶治安管理处罚法曳第五
章野执法监督冶共 远 条袁对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办理治安案件应当遵守的基本行为规范尧相应的法律
责任作出有针对性的规定曰对群众反映强烈的体罚尧虐待尧侮辱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袁超过询问查证的
时间限制人身自由袁私分尧侵占尧挪用罚没尧扣押的款物袁违反规定不及时退还保证金袁使用或者不及时
返还被侵害人财物等袁均规定要给予行政处分直至追究刑事责任曰侵犯公民尧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
的袁应当赔礼道歉袁造成损害的袁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遥 此章规定能更好地监督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
察依法合理行使治安管理处罚权袁以防止其对公民权利及人权的侵害遥
二尧叶治安管理处罚法曳与刑法尧刑事诉讼法的衔接
员援 与刑法的衔接遥 根据叶治安管理处罚法曳第二条的规定袁扰乱公共秩序袁妨害公共安全袁侵犯人身
权利尧财产权利袁妨害社会管理袁具有社会危害性袁依照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曳的规定构成犯罪的袁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曰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袁由公安机关依照本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遥 这些规定袁体现了治安处
罚与刑法的衔接遥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院
第一袁在立法目标方面遥 叶治安管理处罚法曳突出强调了维护社会治安要加强综合治理的方针袁化解
社会矛盾袁增进社会和谐袁维护社会稳定曰而刑法则是用刑罚手段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袁以保卫国家
安全袁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袁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袁保护公民
私人所有的财产袁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尧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袁维护社会秩序尧经济秩序袁保障社会主义
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遥 可见袁叶治安管理处罚法曳与刑法在立法目标方面具有一致性袁只是运用的手段不
同遥 叶治安管理处罚法曳的综合治理手段对刑法的惩罚手段发挥了很好的协助和补充功能袁较好地体现
了与刑法的衔接遥
第二袁在行为的构成方面遥 违反治安处罚的大部分行为袁从构成看与犯罪行为的表述类似袁只是存
在量的差异遥 如盗窃达到一定数额尧伤害达到一定等级即为犯罪袁否则就是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遥 可见袁
对同一行为是适用叶治安管理处罚法曳还是刑法往往只是因行为的危害程度不同而已遥 与刑法相比袁违
反治安管理处罚的行为只是情节轻微尧尚不构成犯罪的袁属于一般违法行为袁接受治安处罚遥
第三袁在责任年龄与精神状态方面遥 叶治安管理处罚法曳对不同责任年龄和不同精神状态的人进行
有区别的治安处罚遥 如叶治安管理处罚法曳第十二条规定袁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
理的袁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曰不满十四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袁不予处罚遥 第十三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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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违反治安管理的袁不予处罚遥 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
候违反治安管理的袁应当给予处罚遥 还有第十四条袁规定对盲人或者又聋又哑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袁可
以从轻尧减轻或者不予处罚遥 这种在责任年龄与精神状态方面的规定与刑法第十七条尧十八条尧十九条
具有一致性遥 即刑法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袁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遥 精神病人在不
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袁不负刑事责任曰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
时候犯罪袁应当负刑事责任遥 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袁应当负刑事
责任袁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遥 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袁可以从轻尧减轻或者免除处罚遥
圆援 与刑事诉讼法的衔接遥 主要体现为叶治安管理处罚法曳采取了新的证据规则遥 一是取证要依法进
行袁排除非法证据遥 叶治安管理处罚法曳第七十九条规定袁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对治安案件的调查袁应
当依法进行遥 严禁刑讯逼供或者采用威胁尧引诱尧欺骗等非法手段收集证据遥 以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不
得作为处罚的根据遥 同样袁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有类似的规定袁即审判人员尧检察人员尧侦查人员必须
依照法定程序袁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尧引诱尧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遥 二是在证据采信方
面袁坚持以事实为根据袁不轻信口供遥 叶治安管理处罚法曳第九十三条规定袁公安机关查处治安案件袁对没
有本人陈述袁但其他证据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袁可以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遥 但是袁只有本人陈述袁没有
其他证据证明的袁不能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遥 刑事诉讼法也坚持同样的证据规则袁即刑事诉讼法第四
十六条规定的袁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袁重调查研究袁不轻信口供遥 只有被告人供述袁没有其他证
据的袁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曰没有被告人供述袁证据充分确实的袁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
以刑罚遥
三尧叶治安管理处罚法曳与行政处罚法的衔接
叶行政处罚法曳是关于行政处罚如何设定以及行政处罚权如何行使的一般性法律袁其他有关行政处
罚的单行法律尧法规和规章在制定时都不得与叶行政处罚法曳的一般性和原则性相抵触袁否则袁必将出现
新的法律冲突问题遥 叶治安管理处罚法曳与行政处罚法的衔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院
员援 在处罚原则上与叶行政处罚法曳相一致遥 叶治安管理处罚法曳第五条规定了实施治安管理处罚袁应
当坚持公开尧公正原则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袁错罚相当原则遥 叶行政处罚法曳第四条尧第五条也规定袁
行政处罚遵循公正尧公开的原则曰以事实为依据袁与违法行为的事实尧性质尧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
当曰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必须公布曰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等原则遥 体现了两者相互衔
接的特点遥
圆援 在处罚种类与幅度上与叶行政处罚法曳相呼应遥 在处罚种类上袁叶治安管理处罚法曳在原条例规定
的警告尧罚款和拘留三种处罚种类之外袁又增加了吊销由公安机关颁发的许可证的处罚遥 同时规定袁对
违反治安管理的外国人袁可以附加适用限期出境的处罚遥 警告尧罚款和拘留三种处罚种类与叶行政处罚
法曳的规定是一致的袁而新增的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的处罚种类是对叶行政处罚法曳的暂扣或者
吊销许可证尧暂扣或者吊销执照在治安处罚中的具体化遥 同时袁根据外国人近年来在华从事各种活动的
大幅度上升及外国人违反治安管理问题的不断上升趋势的客观情况袁叶治安管理处罚法曳进一步增加了
对违反治安管理的外国人可以附加适用限期出境或者驱逐出境的处罚种类袁是在新形势下对叶行政处
罚法曳处罚种类的补充和发展遥 在处罚幅度特别是罚款幅度上袁也体现了衔接的特点遥 原条例除对野黄尧
赌尧毒冶等行为规定可以处以最高 猿园园园 元或 缘园园园 元的罚款以外袁对其他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罚款处罚
仅为 员 元至 圆园园 元袁在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的今天袁罚款数额已经明显偏低遥 而叶治
安管理处罚法曳则较大幅度地提高了罚款处罚的限额袁对个人的罚款数额提高到 缘园 元至 缘园园园 元袁对单
位的罚款规定为 圆园园园 元至 员园 万元遥 这与叶行政处罚法曳的处罚幅度趋于一致遥
猿援 在处罚程序上与叶行政处罚法曳相衔接遥 在治安管理处罚程序的适用上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院第
一种情况是袁叶治安管理处罚法曳中有规定而叶行政处罚法曳中没有相应规定或者规定不一致的袁如叶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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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处罚法曳第八十二条规定的袁公安机关对无正当理由不接受传唤的袁可以采取强制传唤措施曰第八
十七条规定的袁公安机关可以检查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有关的场所和人身曰第一百条规定的袁人民警察
对事实清楚袁证据确凿的袁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的案件袁可以当场做出处罚决定等遥 这种情况属
于叶治安管理处罚法曳所特有的袁是为适应治安管理本身的特点而设定的处罚程序袁是作为特别法的叶治
安管理处罚法曳对一般法的叶行政处罚法曳处罚程序的补充遥 第二种情况是袁叶治安管理处罚法曳的规定与
叶行政处罚法曳的规定基本一致遥 如关于扣押程序的规定曰关于做出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
罚的事实尧理由尧依据以及依法享有的权利曰关于处罚决定应当载明的事项曰关于罚款收缴分离的规定
等遥 这种在行政处罚法中已有尧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又予以重申的规定袁是对某些规定的强调遥 既有利
于当事人知悉和保护自己的权利袁监督公安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袁也便于公安机关执法时遵守和引用遥 第
三种情况是袁叶治安管理处罚法曳中没有规定袁需要适用叶行政处罚法曳的相关规定遥 如关于听证程序袁叶治
安管理处罚法曳只是规定公安机关作出吊销许可证和两千元以上罚款的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前袁应当告
知当事人有权要求举行听证袁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袁公安机关应当及时依法举行听证遥 而听证的具体程序
则根据叶行政处罚法曳第四十二条的规定来进行袁一般包括以下步骤袁即告知和通知尧公开听证尧对抗辩
论尧制作笔录遥
四尧叶治安管理处罚法曳与行政复议法袁行政诉讼法的衔接
员援 与行政复议法的衔接遥 原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袁被裁决受治安管理处罚的人或者被侵害人不服
公安机关或者乡渊镇冤人民政府裁决的袁在接到通知后五日内袁可以向上一级公安机关提出申诉袁由上一
级公安机关在接到申诉后五日内作出裁决遥 这个野五日内冶的申诉与裁决期限的规定与行政复议法规定
的申请复议期限不一致袁而且这里使用的是野申诉冶字样而不是申请行政复议遥 叶治安管理处罚法曳取消
了这样的规定袁准许行政相对人可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九条的规定袁认为治安处罚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
的袁可以自知道该处罚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曰同时上一级公安机关也可以按行政复
议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袁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遥 情况复杂袁不能在规定期限内
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袁经复议机关的负责人批准袁可以适当延长袁并告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曰但是延长
期限最多不超过三十日遥 这就保证治安处罚行为与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一样地适用行政复议法袁使叶治安
管理处罚法曳与行政复议法有机地衔接起来遥
圆援 与行政诉讼法的衔接遥 原条例规定行政相对人只有在不服上一级公安机关裁决后袁才可以向当
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袁不经过行政复议的袁不能提起诉讼袁而且提起诉讼的期间为接到通知后五日内遥
这一规定设置了行政复议前置程序袁 而且规定提起行政诉讼的期限与行政诉讼法的通常规定不一致遥
而叶治安管理处罚法曳取消了原条例规定野先复议袁后诉讼冶行政复议前置的程序袁赋予了当事人自主选
择法律救济的渠道的权利袁规定野被处罚人对治安管理处罚决定不服的袁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
起行政诉讼冶遥 这一规定使公民保护自己权益的渠道更灵活尧更便利遥 同时在提起诉讼的期间上也与行
政诉讼法相衔接袁即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袁行政相对人不服复议决定的袁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
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遥 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决定的袁申请人可以在复议期满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遥 以及第三十九条规定的袁行政相对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袁应当在
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遥
五尧叶治安管理处罚法曳与其他法的衔接
员援 叶治安管理处罚法曳取消了已由其他法律法规作出明确规定的有关内容遥 如消防法尧道路交通安
全法尧居民身份证法等法律对相应的应受处罚的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已有系统规定的袁叶治安管理处罚
法曳则不再作重复规定袁这体现了立法经济的原则遥 具体来讲院
渊员冤取消了有关违反交通管理行为的规定遥 原条例对违反交通管理的行为袁如违反交通规则造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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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事故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行为尧驾驶未经交通管理部门检验和批准行驶的机动车辆的行为尧驾驶机件
不合安全要求的机动车辆的行为尧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辆的行为尧指使或强迫车辆驾驶人员违反交通规
则等十五种情形进行了详细列举袁并根据不同的违法行为及违法程度作相应的治安处罚遥 由于在原条
例之后颁布的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曳已经对违反道路交通安全的行为类型尧处罚程序尧执
法监督 尧法律责任等做了更为详细的规定袁叶治安管理处罚法曳就不再作重复规定袁所有关于违反交通
管理行为袁皆按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曳的规定进行处理遥
渊圆冤取消了有关违反消防管理行为的规定遥 原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了八种违反消防管理的行为袁如
在有易燃易爆物品的地方吸烟尧使用明火的行为袁故意阻碍消防车尧消防艇通行或者扰乱火灾现场秩序
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行为等袁并根据不同情形袁分别可处以罚款或者警告或拘留遥 鉴于 员怨怨愿 年 源 月 圆怨 日
颁布的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曳己对火灾预防尧灭火救援尧法律责任等做了具体规定袁叶治安管理处罚
法曳就删除了这部分的内容遥
渊猿冤取消了有关居民身份证管理方面的规定遥 原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袁违反户口或者居民身份证管
理袁如不按规定申报户口或者申领居民身份证尧经公安机关通知拒不改正等行为将处以罚款或者警告遥
基于 圆园园猿 年 远 月 圆愿 日颁布的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曳已对居民身份证的申领和发放尧使用和
查验及法律责任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袁叶治安管理处罚法曳则不再重复相关规定遥
圆援 消防法尧道路交通安全法尧居民身份证法等法律对应当受到处罚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处罚程
序仍将按叶治安管理处罚法曳的规定进行遥 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制度是一个法律体系袁治安管理处罚法
应是这个法律体系中的基本法袁处于野龙头冶的位置遥 其他法律包括消防法尧道路交通安全法尧居民身份
证法等法律中对相应的有关违反治安管理的处罚行为袁理应遵循叶治安管理处罚法曳的相关规定袁如处
罚程序中调查尧决定尧执行的三步骤袁有关证据规则袁处罚过程中的回避尧听证尧时效尧及告知制度等遥
猿援叶治安管理处罚法曳在立法的过程中袁也注意到与其他法律中已有规定的衔接遥 例如袁道路交通安
全法第一百零八条关于野交通警察按照简易程序当场作出行政处罚的袁应当告知当事人道路交通安全
违法行为的事实尧处罚的理由和依据袁并将行政处罚决定书当场交付被处罚人冶的规定袁第一百零九条
关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野处以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处罚冶的规定袁第一百一十条规定有关野当事人
对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的处罚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袁交通警察应当充分听取当事人的
陈述和申辩袁不得因当事人陈述尧申辩而加重其处罚冶的规定等等袁在叶治安管理处罚法曳中都能找到类
似的条款遥 再如袁消防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袁对单位的有关违法行为可以处以罚款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警告或者罚款遥 这也是叶治安管理处罚法曳在应处罚的行为中新增加的内
容袁等等遥
总之袁叶治安管理处罚法曳在立法中重视与相关法律的衔接袁较好的体现了法制统一的原则袁不仅有
利于该法的顺利实施袁防止因相互冲突而产生的尴尬局面袁而且也为今后其他立法活动作出了榜样袁其
意义更为重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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