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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
“身份证被冒用”
，难点在哪？

《检察日报》 陆青

“人在家中坐，证在全国跑”，莫名其妙发现自己多出几个手机号、几张银行卡，甚至“被法人”
“被董事长”，一夜
之间背负百万债务。直到去相关部门查询才反应过来，这可能和自己曾经丢失过身份证有关。冒用身份证的现象
为何频频出现？如何解决
“身份证被冒用”
问题？

身份证挂失后，
能否马上失效？

日前，据媒体报道，北京市民王皓（化
名）3 年前曾丢失过身份证，近期他去移动
营业厅办卡时，发现自己名下多了 5 个手
机号。记者联系到王皓，他表示
“经过与移
动营业厅的交涉，目前这 5 个手机号已经
与他实现了剥离，
但仍无法注销”。
一直以来，身份证信息被冒用的现象
时有发生。这在某种程度上暴露出了身份
证不能实现挂失即失效的风险。
今年 8 月 22 日，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
会。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局长李京生指出，
“近年来，公安部加强制度建设，完善技术
升级，
已建成了失效居民身份证信息系统；
同时，全面推进居民身份证登记指纹信息
工作，
更好地方便了人、证统一性认定。”
“但是，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还
需要公安机关和社会相关用证部门以及公
民个人共同努力。下一步，公安机关将会
同各相关部门将冒用他人居民身份证人员
列入‘黑名单’，实施联合惩戒。”公安部户
政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治安管理局副局长
黄双全在发布会上表示。

身份证被冒用，
只能自认倒霉吗？
从新闻报道中可以发现，个人身份证

被冒用的情况五花八门。轻者，可能像王
皓那样，莫名多出了 5 个手机号；重者，则
无辜背上了债务。
身 份 证 被 冒 用 后 ，就 只 能 自 认 倒 霉
吗？北京证金律师事务所律师李阳表示，
发现身份证被冒用后，首先应该向相关单
位发书面告知函，比如被冒用办理了信用
卡或其他金融业务，要及时书面告知银行
等金融机构，相关机构建议报案的立即报
案。其次，需要提起诉讼的尽快委托专业
律师提起诉讼。另外，有些情况下建议及
时登报公示，并去公安机关挂失。
“以身份证被冒用注册公司的情形为
例，被冒用人可向工商登记机关书面申请，
要求其撤销工商登记行为；也可直接向法
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工商登记行为
或确认无效。”但李阳也表示，
“一旦涉入这
种案件，诉讼周期一般会很长。”
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往往需要
付出很高的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仅鉴定
费就是一大笔支出。那么，让无过错的被
冒用人承担鉴定费用，
是否合理？
对此，记者查阅了诸多判例发现，
实践
中法院对诉讼费、鉴定费等支出由谁承担
并未形成统一的裁判思路。
“如果能够确定
属于被冒用，且能够找出实际冒用人的，可
以向侵权人主张对相关费用进行赔偿。但
是实际情况往往是找不到实际冒用人，该
种情形下法院判决由被冒用人自行负担、
工商部门负担或者由双方共同负担的判决
都存在。”李阳介绍。

相关业务的经办部门，
是否担责？

法律对于冒用身份证行为
的处罚，
是否过轻？

在诸多冒用身份证现象背后，有一个
问题值得重视：为什么仅凭一张身份证就
能办理银行卡、注册公司？是否相关业务
经办部门在审查中出了问题？
据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工作人员称，如
果是代办银行卡，任何人只要持有身份证
就可以办理，
不需要本人到场，
但是使用时
需要本人持身份证到银行激活银行卡。
“公
司注册及股权变更等事项，工商部门只负
责形式审查，代办机构拿着身份证复印件
加上委托书就能成为公司股东，有时连身
份证原件都不需要。”
李阳介绍。
这样的审查标准，
是否过于宽松，
出现
冒用身份证的情况后，相关业务的经办部
门是否需要担责？
“作为审查部门，没有发
现冒用或盗用，如果不是故意的，一般就
按工作失误失察，纠正改正即可。”中国政
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刑法学研究所教授
阮齐林说，
如果追究审查部门的责任，
会造
成审查部门很重的负担，其成本太大，
得不
偿失。
中国社会科学院刑法研究室副主任樊
文也表示，不能单纯依靠加大处罚或事后
追责来规制冒用身份证的现象。在目前身
份证技术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相关业务
部门可以通过多设立一些程序，严格审查
纪律，
尽可能实现人、证一致性核查。

网上倒卖身份证，早已成为热门“生
意”。我国法律对冒用身份证行为有明确
的处罚。比如，
居民身份证法规定，冒用他
人居民身份证或者使用骗领的居民身份证
的，由公安机关处以罚款或处十日以下拘
留；刑法规定，使用伪造、变造的或者盗用
他人的居民身份证、护照、社会保障卡、驾
驶证等依法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情
节严重的，处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
罚金。
有人提出，
冒用身份证现象屡禁不止的
原因之一，就是处罚过轻，
导致违法成本很
低。对此，
阮齐林表示，
冒用身份证的情况千
差万别，
一律处罚很重，
不合适。把使用虚假
身份证和盗用身份证规定为犯罪，
一方面起
到阻吓作用，
另一方面便于刑事立案，
因为有
的犯罪很隐蔽，
取证需要一个过程，
如果发现
使用虚假身份证或盗用他人身份证，
即可立
案，
公安机关就能查出背后的其他罪行。如
查明有诈骗、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洗钱等经济
犯罪的，
处罚就比较重了。
“冒用身份证现象频发，
更多是技术缺
陷问题。”樊文表示，
“目前我国身份证内包
含的确认个人身份信息的内容过于简单，
只有照片、
姓名、
民族、
地址等几项元素。一
般来说，
信息越简单，
技术漏洞越大，
信息含
量越高，
伪造或冒用的可能性就越小。
”

解决停车难，路在何方

《人民日报》 吴月

周五晚上，忙碌了一周的丁女士开车回家。进入小区，绕了两圈，愣是找
不到车位。穿梭在楼栋间，只见不少汽车横七竖八地停着，有的堵住人行步
道，有的停在绿化带上，还有的用三轮车占车位。不禁喟叹，找个停车位，怎么
这么难？
近日，不少读者来信反映自己所在城市存在停车难、乱停车的问题，并对
停车治理提出意见建议。停车难题如何解？记者进行了采访。

停车位难找
乱停车行为多

两年前，北京市海淀区的赵先生摇到
了车牌号，没成想，烦恼随之而来。
“出行的
时候，
最怕停车难。”他说。
“有次我去二环附近办事，旁边写字楼
的收费停车场不对外开放，马路边也找不
到停车位。”无奈之下，赵先生只能又开了
好长一段，找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停车，
“还要一直担心会不会被贴条。”
读者来信反映，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停车难逐渐由大城市转向中小城
市。”上海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工程系主任李
朝阳教授说。
“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
停车难
问题确实存在，例如停车位明显供给不足
的老旧小区、学校在早晚接送孩子期间、配

建停车位不足的医院的就诊高峰期间、商
业区的高峰期间等。”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
副教授李瑞敏说。
不少读者来信表示，
由于停车难、无处
停车，导致一些人乱停车，
有些行为不仅影
响居民日常生活，还可能破坏环境，
乃至造
成更严重的后果。找不到车位，
草坪、自行
车道、健身场所……在一些车主眼里，
成了
“停车场”。有读者反映，更有甚者，
竟占用
消防通道、医院应急通道等停车。

供需不平衡
管理待规范
一组数据，能解释停车难背后的部分
原因：据公安部统计，
今年上半年全国汽车
保有量达 2.5 亿辆，其中私家车达 1.98 亿
辆。全国 66 个城市汽车保有量超过 100
万辆，其中 29 个城市汽车保有量超过 200

科学规划建设
改善停车管理

7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
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停车场、城乡
冷链物流设施建设等补短板工程。
李瑞敏副教授认为，首先应科学规划
建设，分区域采取不同的停车供给策略，
“对于停车需求较为刚性的区域，
还是要以
满足需求为基本条件。
”
“规划是龙头，建设是主体，管理是灵
魂。
”
李朝阳教授说，
当前一些城市缺乏专门
万辆，11 个城市超过 300 万辆，北京、成都
机构协调停车问题，管理分散在不同的职
汽车保有量超过 500 万辆。
能部门，
如交警、
城管部门等。他建议，
改革
与 之 相 对 的 ，是 一 些 地 方 停 车 位 不
停车管理体制，
“建立一体化的管理体制、
多
足。
“ 停车配建标准滞后于汽车保有量增
头管理向统一管理过渡是大势所趋”
。
长。”李朝阳教授表示，随着私家车数量的
更具体而言，应严格执法、加强监督。
迅速增加，一些城市原有的停车配建标准 “目前，
小汽车在城市占路乱停车的违法成
已不能满足需求，停车设施供不应求。此
本偏低，应当加强联合执法。”李朝阳教授
外，有的城市的停车设施没有经过总体规
说，目前，交警执法权限是机动车道、非机
划，空间分布不合理；
部分停车场地没有经
动车道违法停车，城管执法权限是人行道
过专业设计，
利用率偏低。
违法停车，园林绿化部门执法权限是道路
“从供需平衡的角度看，在特定的空
绿化带内的违法停车。
间、时间范围内，停车需求超过了停车供
李瑞敏副教授也认为，对不恰当的停
给，供不应求，就会造成停车难。”
李瑞敏副
车需求以及一些相应的不鼓励按需停车的
教授说。
区域，
要采取一定的停车需求管理措施，例
有不少读者反映，
在停车管理方面，
许
如分区域停车收费、严格执法等。
多城市都有待完善相关管理措施。特别是
此外，还应科学合理利用已有停车设
老旧小区，
“老旧小区空间小、车位少，
但物
施。
“例如通过设置临时停车位、
不同单位停
业劝导乏力，
城管、
交警部门也
‘鞭长莫及’。”
车资源共享、
停车位分时共享等手段，
缓解一
湖北丹江口市读者舒毅说。
定区域、
时间内的停车难问题。
”
李瑞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