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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云与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

人民政府公安行政管理:其他(公安)一审行政判决书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行政判决书 

(2019)黔0502行初160号 

 

  原告李春云。 

  被告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 

  法定代表人陈晋徽，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世玉，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李亚飞，该局工作人员。 

  被告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陈波，该县县长。 

  委托代理人刘英纯，该县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刘烨，该县工作人员。 

  原告李春云不服被告威宁县公安局、被告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

县人民政府于2018年11月17日和2019年3月2日作出的赫县公法行罚决

字（2018）281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威府行复决字（2019）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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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19年8月1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

2019年8月12日受理后，于2019年8月27日向二被告依法送达了应诉通

知书、起诉书副本及举证通知书等法律文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

于2019年9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春云，被告威宁县公安

局委托代理人李世玉、李亚飞,被告威宁县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刘烨、

刘英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己审理终结。 

  2018年11月17日,被告威宁县公安局作出威县公法行罚决字

（2018）281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2018年11月16日20时许,盐

仓派出所辅警戴才金、盐仓镇政府工作人员舒成斌、李兴样,威宁县交

通运输局工作人员程建等部门工作人员在贵州省××盐××镇杨家洼

收费站出口非洲猪瘟检查点处依法对过往车辆进行开箱检查,消毒并登

记,后李春云驾驶车号为贵Ｆ×××××的车辆驶出杨家洼收费站后，

未按要求停车检查并驾车驶离检查站,后被检查站工作人员在盐仓镇老

加油站(小地名:凉水井)处拦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

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对原告李春云行作出政拘留七

日之行政处罚。被告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于2018年11月

17日和2019年3月2日作出威府行复决字（2019）2号《行政复议决定

书》，认为被告威宁县公安局作出威县公法行罚决字（2018）2814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

决定程序合法、处罚内容适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第二十八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维持了被告威宁县公安局作出威县公

法行罚决字（2018）281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原告诉称,2018年11月16日20时许,原告驾驶车牌号为xxx的车去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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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家玩,途经威宁县高速路口时,遇到非洲猪瘟检查点,相关工作人员对

其驾驶的车轮消毒,原告行驶至盐仓镇杨家洼收费站时又遇到非洲猪瘟

检查点,原告驾车驶出收费站,相关工作人员并未作出任何停车指令,而

是在玩手机。于是原告就继续前行,当行至盐仓岔路口时,一辆公路执

法车就前来阻止原告叫其停车,并说原告已冲关(事实是原告并未冲

关),要求原告积极配合,原告感觉有点奇怪,就配合相关工作人员检查,

检查完以后,工作人员还是没有让原告离开。原告要求工作人员调取监

控视频观看,是否相关工作人员对其作出停车指令,相关工作人员把原

告带到杨家洼收费站拒不调查监控录像，让原告在收费站等了两个小

时,在收费站等的这段时间内原告发现一辆车在工作人员发出指令过程

中冲关,原告就找工作人员理会了下,并把冲关车辆的视频录了下来。

但盐仓派出所所长就说“你很牛啊,那你来监督我",原告只是说了一句

“我只要公平处理"，他就用了很凶狠的话语说“把车扣了",之后就把

原告的手机抢去并将视频删除,扣留了原告的车辆。2018年11月17日早

上,原告就来到盐仓派出所,派出所所长告知原告到威宁县公安局。下

午16时许原告来到威宁县公安局,公安局就把原告身上所有物品全部收

走,对原告进行询问和指纹录入。对于询问笔录原告核对与自已所说不

一致,拒绝签字,工作人员还辱骂和威胁原告。2018年11月17日，经威

宁县公安局作出威县公法行罚(2018)2814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

行政拘留七日。原告不服处罚决定,认为处罚没有足够证据且事实不

清。又于2018年12月10日向威宁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威宁县人民

政府作出威府行复决字(2019)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原告认为威宁县公

安局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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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罚决定书和威宁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

足,依法应当撤销。综上所述,特依法诉至人民法院,请求依法判决撤二

被告作出的赫县公法行罚决字（2018）281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和

威府行复决字（2019）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被告辩称，2018年11月16日20时许,威宁县盐仓镇杨家洼非洲猪瘟

检查点工作人员在对车辆进行检查时,李春云驾驶车号贵Ｆ×××××

的车辆驶出杨家洼收费站后,未按检查点执勤人员的要求停车接受检

查,驾车快速驶离检查站。后被检查站工作人员驾车追赶到盐仓镇老加

油站(小地名:凉水井)处拦停，检查人员要求其将车辆开回检查点接受

检查和消毒,但是李春云拒不配合返回检查点,并和检查人员发生争执,

无理要求赔偿他损失,双方僵持一段时间后,在检查人员强烈要求下才

将车辆开回检查点。回到检查点,李春云还在不停和检查人员争执,严

重影响检查站点开展正常工作。后检查站的工作人员向威宁县公安局

报警,我局出警后,于2018年11月17日受理为行政案件查处。经查明，

2018年11月16日20时许,盐仓派出所辅警戴才金,盐仓镇政府工作人员

舒成斌、李兴祥,威宁县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程建等部门工作人员在

威宁县盐××家××高速路收费站出口非洲猪瘟检查点处依法对过往

车辆进行开箱检查,消毒并登记,李春云驾驶车号贵Ｆ×××××的车

辆驶出杨家洼收费站后,未按要求停车检查并驾车驶离检查站,后被检

查站工作人员在盐仓镇老加油站(小地名凉水井)处拦停带回检查站处

理。李春云的行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法》第五十条

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我局对李春云事先告知了拟作的行政处罚后,

对李春云作出行政拘留七日的处罚，并于2018年11月17日送拘留所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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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综上,我局认定李春云的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

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请人民法院予以维持,驳回原告的诉讼请

求。 

  被告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依

据： 

  1、结案审批表; 

  2、接处警登记表; 

  3、受案登记表; 

  4、处罚审批表; 

  5、处罚决定书; 

  6、传唤证; 

  7、被传唤家属通知书; 

  8、询问通知书; 

  9、紧急通知及询问笔录; 

  10、权利义务告知书; 

  11、个人信息表; 

  12、现场草图及照片; 

  13、现场勘验笔录; 

  14、人身安全检查笔录; 

  15、行政处罚告知笔录; 

  16、行政处罚执行回执; 

  17、家属通知书; 

  18、说明及情况说明。 



 

【法宝引证码】CLI.C.99762880 

 

6 / 12 下载日期：2022/8/20 
 

  上述证据证明被告威宁县公安局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

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并经上一级公安机关予以

维持。 

  被告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辩称,本案事实认定清楚,

证据充分。2018年1月16日20时许,盐仓派出所辅警戴才金,盐仓镇政府

工作人员舒成斌、李兴祥,威宁县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程建等部门工作

人员在威宁县盐××家××高速路收费站出口非洲猪瘟检查点处依法

万检查点处依法对过往车辆进行开箱检查,消毒并登记,李春云驾驶车

号贵Ｆ×××××的车辆驶出杨家注收费站后，未按要求停车检查并

驾车驶离检查站,后被检查站工作人员在盐仓镇老加油站（小地名:凉

水并)处拦停带回检查站处理。回到检查点,李春云仍在不停和检查人

员争执,严重影响检查站点开展正常作,后检查站的工作人员向威宁县

安局报警。上述事实已有相关证人证言,询问笔录,执法图片等充分证

据所证明。威宁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李春云在

已知遇到非洲猪瘟检查点需要停车登记消毒情况下，其拒不配合，驾

车冲关，执法人员追停车辆时仍不配合接受检查和消毒的行为,属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拒不执

行人民政府在紧急状态情况下依法发布的决定、命令的"的情形。威宁

县公安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

(一)项作出《贵州省威宁县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

威宁自治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李春云对

威宁县公安局作出的成县公法行罚决字(2018)2814号《行政处罚决定

书》不服,于2018年12月10日向威宁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接到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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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后，依法受理申请人李春云的行政复议申请,于2019年1月4日向李春

云送达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于2019年1月7向威宁县公安局送达了提出

答复意见通知书。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后，依法对该案件进行认真审查,

并在相应的法定期限内将各类文书送达案件当事人。经过审查,于2019

年3月2日对该案作出复议决定,随后分别将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李春云

和威宁县公安局。在该案件的审查过程中，复议程序合法。综上,威宁

自治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威府行复决字(2019)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事实清

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依据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

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依据： 

  1、结案审批表； 

  2、接处警登记表 

  3、受案登记表; 

  4、处罚审批表; 

  5、处罚决定书； 

  6、传唤证； 

  7、被传唤家属通知书； 

  8、询问通知书； 

  9、紧急通知及询问笔录； 

  10、权利义务告知书； 

  11、个人信息表； 

  12、现场草图及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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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现场勘验笔录； 

  14、人身安全检查笔录； 

  15、行政处罚告知笔录； 

  16、行政处罚执行回执； 

  17、被行政拘留人家属通知书； 

  18、说明及情况说明； 

  上述证据证明威宁县公安局所作出的威县公法行罚决字

(2018)281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

法律正确。 

  19、《威宁自治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件受案审批表》; 

  20、《威宁自治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件受理通知书》及送达回

证； 

  21、《威宁自治县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送达回

证； 

  22、《威宁彝族苗族回族自治县公安局行政复议答复书》 

  23、《威宁彝族苗族回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送

达回证。 

  上述证据证明威宁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合

法。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被告威宁县公安局提交的证据中的《行

政处罚决定书》、现场勘验笔录、现场草图及照片、询问笔录有意见,

认为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其处罚过重。询问笔录中对原告的询笔问真实

的,但对其他人做的询问录就不清楚了。现场草图和照片不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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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勘验笔录中对我自己所讲的部分的真实性我认可的。对上述证据

之外的证据我不懂提质证意见。被告威宁县人民政府对被告威宁县公

安局提交的证据无异；原告不同意被告威宁县人民政府提出的证据。

被告威宁县公安局对被告威宁县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无异。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威宁县公安局和被告威宁县人民

政府提交的所有证据具备证据的客观、关联、合法性原则，依法应予

采信。 

  经审理查明，2018年11月16日20时许,威宁县盐仓镇杨家洼非洲猪

瘟检查点工作人员在对车辆进行检查时,李春云驾驶车号贵Ｆ

×××××的车辆驶出杨家洼收费站后,未按检查点执勤人员的要求停

车接受检查,驾车快速驶离检查站。后被检查站工作人员驾车追赶到盐

仓镇老加油站处将其拦停，将车辆开回检查点。后检查站的工作人员

向威宁县公安局报警,被告威宁县公安局受案后,随即进行调查处理。

调查终结，被告威宁县公安局于2018年11月17日对原告制作了行政处

罚告知笔录，履行了告知义务。在完善相关手续后，被告威宁县公安

局于2018年11月17日作出威县公法行罚决字（2018）2814号《行政处

罚决定书》对原告李春云作出政拘留七日之行政处罚。原告李春云不

服，向被告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提出复议申请，被告威

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经复议后于2019年3月2日作出威府行

复决字（2019）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威宁县公安局作

出威县公法行罚决字（2018）281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李春

云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提出前述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各级政府在各高速路进出口站设立非洲猪瘟检查站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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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车辆进行检查的非常时期，原告李春云驾驶自用车辆在驶离检查

站时，强行驶出不接受检查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

处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两

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

百元以下罚款：（一）拒不执行人民政府在紧急状态情况下依法发布

的决定、命令的"的规定，应受处罚。被告被告威宁县公安局对原告作

出的威县公法行罚决字（2018）281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

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适当。被告威宁彝族回族苗族

自治县人民政府对原告作出的威府行复决字（2019）2号《行政复议决

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适当。原告李

春云的诉请无事实依据，依法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春云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00元，由原告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

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谭家琪 

人民陪审员 李 静 

人民陪审员 唐秀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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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李 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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