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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维护我市正常的社会秩序、国家机关工作秩序
和信访秩序，依法处置信访活动中的违法犯罪行为，
确保党和国家重要会议、重大活动顺利进行，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
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国务院

《信访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特通告如下：
一、信访人在信访活动中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和要

求提出信访事项遵守公共秩序和信访秩序提出的信访
事项客观真实，对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不得捏
造、歪曲事实，不得诽谤、诬告陷害他人。

二、信访人采取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
根据信访的性质和管辖层级，到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
上一级国家机关设立或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多人采
用走访形式提出共同信访事项的，应当推选代表，代
表不得超过五人。对以走访形式跨越本级和上一级国
家机关提出的信访事项，上级国家机关不予受理。多
人走访没有推选代表的，国家机关可以不予接谈。

越级走访，或者多人就同一信访事项到信访接待
场所走访，拒不按照规定推选代表；或者拒不通过法
定途径提出投诉请求，不依照法定程序请求信访事项
复查、复核，或者信访诉求已经依法解决，仍然以同
一事实和理由提出投诉请求，在信访接待场所多次缠
访，经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
的，依据《信访条例》第四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公安
机关了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符合《治安管理处罚
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以扰乱单位秩
序处警告或者2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
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聚众实施
上述行为的，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
二款规定，对首要分子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
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

三、在国家机关办公场所内部、周围实施静坐，
张贴、散发材料，呼喊口号，举画像、打横幅，穿着
状衣、披着旗帜、出示状纸，扬言自伤、自残、自杀
等行为或者非法聚集，经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劝
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依据《信访条例》第四十七
条第二款规定，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
收缴相关材料和横幅、状纸、状衣等物品；符合《治
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以
扰乱单位秩序处警告或者 200 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
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
款。聚众实施上述行为的，根据 《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23条第2款规定，对首要分子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
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符合《治安管理处
罚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以寻衅滋事处5日以上10日
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
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

任意损毁、占用信访接待场所、同家机关或者他
人财物，破坏社会秩序，情节严重的，根据 《刑法》
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刑事责任。
依法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纠集他
人多次实施上述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依法判
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

聚众实施上述行为，聚众冲击国家机关，致使国

家机关工作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根据 《刑
法》第二百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对首要分子和积极参
加者以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追究刑事责任，对首要分
子依法判处5年以上 10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积极
参加的依法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
夺政治权利。多次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经行政处
罚后仍不改止，造成严重后果的，根据《刑法》第二
百九十条第三款规定，以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追
究刑事责任，依法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
制。多次组织、资助他人非法聚集，扰乱社会秩序，
情节严重的，根据 《刑法》 第二百九十条第四款规
定，以组织、资助非法聚集罪追究刑事责任，依法判
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投或者管制。

四、在信访接待场所、国家机关工作场所滞留、
滋事，或者将年老、年幼、体弱、患有严重疾病、肢
体残疾等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弃留在信访接待场所、国
家机关工作场所，不听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劝阻、
批评和教育，或者煽动、串联、胁迫、诱使他人采取
过激方式表达诉求，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
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以扰乱单位秩序处警告或
者2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
拘留，可以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聚众实施上述行为
的，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
款规定，对首要分子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
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

实施上述行为，构成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
组织、资助非法聚集罪的，依照刑法的有关规定追究
刑事责任。

五、在医院、学校等单位摆放花圈、骨灰盒、遗
像、祭品等物品，以及焚烧冥币、播放哀乐等，不听
劝阻、批评和教育的，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
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以扰乱单位秩序处警告或
者2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
拘留，可以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聚众实施上述行为
的，根据 《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
定，对首要分子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
1000元以下罚款。

在医院、学校等单位停放尸体，根据 《治安管理
处罚法》第六十五条第二项规定，以违法停放尸体处5
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的，处10日以上15日
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

聚众实施上述行为，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
学、科研、医疗无法止常进行，造成严重后果的，根
据《刑法》第二百几十条第一款规定，对首要分子和
积极参加者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追究刑事责任，对
首要分子依法判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
积极参加的依法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
者剥夺政治权利。

造成严重损失或者扰乱其他公共秩序情节严重，
构成寻衅滋事罪、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
罪的，依照刑法的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六、在高铁站、火车站、汽车站、商场、公园、
广场、旅游景区等公共场所张贴、散发材料，呼喊口
号，举画像、打横幅，穿着状衣、披着旗帜、出示状

纸，或者非法聚集，以及在国内、国际重大会议期
间，在举办地场馆周围、活动区域或者场内实施前述
行为，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依据 《信访条
例》第四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
诫或者制止，收缴相关材料和画像、横幅、状纸、状
衣等物品；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
款第二项规定，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处警告或者200元
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
以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聚众实施上述行为的，根据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对首要分
子处 10 日以上 15 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 1000 元以下
罚款。

聚众实施上述行为，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抗拒、
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情节严重
的，根据《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规定，对首要分子
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追究刑事责任，依法判处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七、在信访接待场所、其他国家机关门前或者交
通通道上堵塞、阻断交通或者非法聚集，影响交通工
具正常行驶；以递交信访材料、反映问题等为由，非
法拦截、强登、扒乘机动车或者其他交通工具，或者
乘坐交通工具时抛撒信访材料，影响交通工具正常行
驶，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四
项规定，以妨碍交通工具正常行驶处警告或者200元以
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
并处500元以下罚款。聚众实施上述行为的，根据《治
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对首要分子
处 10 日以上 15 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 1000 元以下
罚款。

聚众实施上述行为，堵塞交通或者破坏交通秩
序，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
务，情节严重的，根据 《刑法》 第二百九十一条规
定，对首要分子以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追究刑事责
任，依法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八、在信访接待场所、其他国家机关或者公共场
所、公共交通工具上非法携带枪支、弹药、弓弩、匕
首等管制器具，或者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腐蚀
性等危险物质的，应当及时制止，收缴枪支、弹药、
管制器具、危险物质；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
十二条规定，以非法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器具依法
予以处罚，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
以下罚款。符合 《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三十条规定
的，以非法携带危险物质依法予以处罚，处10日以上
15 日以下拘留；情节较轻的，处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
拘留。

情节严重的，根据 《刑法》 第一百三十条规定，
以非法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危险物品危及公
共安全罪追究刑事责任，依法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九、煽动、策划非法集会、游行、示威，不听劝
阻的，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以
煽动、策划非法集会、游行、示威依法处10日以上15
日以下拘留。

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活动未经主管机关许可

的，或者未按照主管机关许可的目的、方式、标语、
口号、起止时间、地点、路线进行，以及在进行中出
现危害公共安全、破坏社会秩序情形的，根据《集会
游行示威法》 第二十七条规定，予以制止、命令解
散；不听制止，拒不解散的，依法强行驱散、强行带
离现场或者立即予以拘留。符合 《集会游行示威法》
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对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处
警告或者15日以下拘留。

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未依照法律规定申请或
者申请未获许可，或者未按照主管机关许可的起止时
间、地点、路线进行，又拒不服从解散命令，严重破
坏社会秩序的，根据 《刑法》 第二百九十六条规定，
对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以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罪
追究刑事责任，依法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
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对违反法律规定，携带武器、
管制刀具或者爆炸物参加集会、游行、示威的，根据

《刑法》第二百九十七条规定，以非法携带武器、管制
刀具、爆炸物参加集会、游行、示威罪追究刑事责
任，依法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
政治权利。集会、游行、示威过程中实施其他违法犯
罪行为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十、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阻碍
执行紧急任务的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警车
等车辆通行，或者强行冲闯公安机关没置的警戒带、
警戒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
二项、第三项、第四项规定，以阻碍执行职务，阻碍
特种车辆通行，冲闯警戒带、警戒区依法处警告或者
2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
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
职务的，或者袭击正在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依法
从重处罚。

使用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
执行职务，根据《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以妨
害公务罪追究刑事责任，依法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管制或者罚金。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
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未使用暴力、威胁
方法，造成严重后果的，以妨害公务罪处罚。袭击正
在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依法从重处罚。

十一、对上述行为中的煽动者、组织者、策划者
和幕后指使者，司法机关将依法予以从严从重打击。

广大群众要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理性表达
自己的诉求，对违法信访活动不支持、不参与、不围
观，自觉维护信访秩序和公共秩序。鼓励群众举报违
法犯罪线索，配合司法机关调查取证，依法打击违法
犯罪行为，共同打造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

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枣庄市人民检察院

枣庄市公安局
枣庄市司法局

2017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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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依法处理信访活动及群体性事件中
常见违法犯罪行为的通告

十一出行指南十一出行指南
距离十一黄金周没有几天了，想必大家都已经有了各自的长假计划，宅在家里的咸鱼请绕道，假期驾车出行的朋友们来聊聊。有了车，天南海北都在车轮上。不论是回家探亲，还是来一场自驾游，汽车作为

重量级坐骑一定要好好武装一下。浩浩荡荡的出行大军、免不了的堵车盛宴、还有找不着北的陌生路况，这些你都想好怎么应对了吗？所以，请收下这份十一安全出行指南。

近日，全国80多家公安交管部门联合高德地图
共同推出《2017年国庆节出行安全指南》。《指南》
结合历年国庆交通大数据与今年交通拥堵缓行走
势，预测了全国高速节日期间运行趋势，并对广大
群众国庆和中秋假期出行做出安全指南。

10月1日为拥堵缓行峰值
据 《指南》 显示，今年国庆与中秋节假日相

连，全国高速交通压力将大幅上升，9月30日开始
全国高速拥堵上升明显，10 月 1 日为拥堵缓行峰
值，全国高速拥堵缓行里程相当于平时的4倍。

10 月 1 日预计交通压力较大前 3 名隧道分别
是：羊鹿山隧道（重庆）、贵新隧道（福州）、西山
坪隧道（重庆）。

交通拥堵压力较大前3座大桥是：太平大桥（东
莞）、滆湖西特大桥（常州）、太湖苏州湾大桥（苏州）。

10月2日-5日拥堵缓行处于相对平稳状态。返
程期间10月6日-10月8日全国高速拥堵缓行较为
分散，预计10月6日为拥堵缓行小高峰，10月8日
拥堵开始回落，9日恢复至平日状态。

据此分析，《指南》 建议广大群众错峰出行，
建议出行时间分别是10月2日和3日出程，10月7
日和8日返程。请出行的群众关注公安交管部门的
管控措施和实时交通路况信息，尽量错峰行驶，遵
守交通规则，合理躲避拥堵缓行路段。

国庆首日10-11时是违章高发时段
本次《指南》还发布有安全驾驶提示信息，其

中在易发生事故高速中，广东省、江苏省、河北
省、山东省、四川省前五省份易发生事故路段占比
达到35%，G15沈海高速 （广东） 排在高速易发生
事故路段首位。

《指南》 还显示，违章主要发生在盘桥、高速
互通，收费口、服务区等处，预计10月1日将会是
违章次数最高的一天，8点-18点时段的交通违法预
计占全天的 78.3%， 10 点-11 点达到峰值，接近
10%。

10月1日，全国范围内易疲劳驾驶路线top 10
主要集中在广东省、江苏省、北京市。广东省的广
州-清远、广州-韶关路线、江苏省的无锡-安徽线
是最易疲劳驾驶的路线，提醒十一途经这些路线的
驾驶司机，如遇服务区，尽量休息一会，避免疲劳
驾驶。

10月2日至7日前后多地有降雨
据国家旅游局预计，今年“十一”假期旅游出

行人数将达7.1亿人次，同比增长10%，家庭出行、
休假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将持续高位运行，旅游包
车、“营转非”大客车非法营运等风险不容忽视。

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假日期间西北地区东南
部、黄淮西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南部将有降
雨，且大部分地区雨量较常年偏多3至5成，主要
降雨时段在10月2日前后和7日前后；期间南海和
西北太平洋将生成1至2个台风，可能对我国沿海
地区造成影响。

大数据
国庆、中秋“双节”将是市民的出行高峰，为使广

大市民度过一个舒心、安全的假期，区旅服局特做以下
提示：

选择正规资质旅行社。市民如果计划参团出游，请
选择具有相应资质的旅行社。报名或咨询时要查看旅行
社及分社、服务网点是否持有《营业执照》、《旅行社业
务经营许可证》、分社或服务网点《备案登记证》等相
关证件，特别是出境旅游、赴台旅游，要查看核准业务
经营范围，避免上当受骗。如果通过网络平台出游，要
应详细了解平台资质等信息。

签订书面旅游合同。出游前要与旅行社订立书面、
规范的旅游合同，详细阅读合同条款，仔细了解旅游行
程安排，在合同中明确约定旅游行程中游览天数、交
通、住宿、餐饮、购物、违约责任等约定。对于强制性
消费等条款，游客有权拒绝。旅游合同、发票、行程单
等资料要妥善保管，若出现旅游纠纷，这些资料将成为
游客索赔的证据。

警惕不合理低价旅游。市民要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不宜将关注点放在价格上，切不可贪图便宜贸然参加不
合理低价旅游团。低价的背后，是以付出更多的金钱和
精力为代价的，甚至还会带来身心伤害。所以，在选择
旅游产品时，应擦亮眼睛，对旅行社品质口碑、旅游线
路组合和价格等进行综合考量再做决定。

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市民要视自己的身体情况，选
择合适的旅游目的地、旅游线路。在出行前要关注目的
地天气、交通、自然灾害、社会治安等情况；旅游途中

听从导游或领队人员的安全提醒，留意交通、治安等安
全风险；外出时注意看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
丢失；出国（境）旅游遇突发事件时保持冷静，及时与
当地警方和中国使（领）馆联系。另外，建议市民购买
旅游意外保险，以提高出行风险的保障。

文明出行，理性维权。市民要文明出游，遵守社会
公德和秩序，遵重目的地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和宗教信
仰，爱护旅游资源。发生旅游服务质量纠纷时，不可采
取过激行动，要冷静对待，采取拒绝登机、登车、登船
等过激行为，人为扩大损失，致使旅游活动不能顺利进
行。应收集并妥善保管相关证据，及时与旅行社或导
游、领队沟通协调，行程结束后可向报名所在地旅游主
管部门投诉、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等方式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秦晶)

出行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