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AC外贸实战——不仅仅外贸，关注日常生活

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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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行为，维护道路交通

秩序，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及其他有关规定，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交通警察在道路上执行维护交通秩序、实施交通管制、

执行交通警卫任务、纠正和处理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以下简称“违

法行为”）等任务，适用本规范。

第三条 交通警察执勤执法应当坚持合法、公正、文明、公开、

及时，查处违法行为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

第四条 交通警察执勤执法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对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或者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应当按照《道路交通

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

理程序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执行。

第五条 交通协管员可以在交通警察指导下承担以下工作：

（一）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劝阻违法行为；

（二）维护交通事故现场秩序，保护事故现场，抢救受伤人员；

（三）进行交通安全宣传；

（四）及时报告道路上的交通、治安情况和其他重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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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接受群众求助。

交通协管员不得从事其他执法行为，不得对违法行为人作出行政

处罚或者行政强制措施决定。

第二章 执勤执法用语

第六条 交通警察在执勤执法、接受群众求助时应当尊重当事

人，使用文明、礼貌、规范的语言，语气庄重、平和。对当事人不理解

的，应当耐心解释，不得呵斥、讽刺当事人。

第七条 检查涉嫌有违法行为的机动车驾驶人的机动车驾驶

证、行驶证时，交通警察应当使用的规范用语是：你好！请出示驾驶证、

行驶证。

第八条 纠正违法行为人（含机动车驾驶人、非机动车驾驶人、

行人、乘车人，下同）的违法行为，对其进行警告、教育时，交通警察

应当使用的规范用语是：你的（列举具体违法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

全法律法规，请遵守交通法规。谢谢合作。

第九条 对行人、非机动车驾驶人的违法行为给予当场罚款时，

交通警察应当使用的规范用语是：你的（列举具体违法行为）违反了道

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XX条和《道路交通

安全法实施条例》第 XX条（或 XX地方法规）的规定，对你当场处以 XX

元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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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机动车驾驶人拒绝缴纳罚款时，交通警察应当使用的规范用语

是：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89条的规定，你拒绝接受罚款处罚，

可以扣留你的非机动车。

第十条 对机动车驾驶人给予当场罚款或者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时，交通警察应当使用的规范用语是：你的（列举具体违法行为）违反

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XX条和《道路

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 XX条（或 XX地方法规）的规定，对你处以 XX

元的罚款，记 XX分（或者扣留你的驾驶证/机动车）。

第十一条 实施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强制措施前，告知违法行为

人应享有的权利时，交通警察应当使用的规范用语是：你有权陈述和申

辩。

第十二条 要求违法行为人在行政处罚决定书（或行政强制措

施凭证）上签字时，交通警察应当使用的规范用语是：请你认真阅读法

律文书的这些内容，并在签名处签名。

第十三条 对违法行为人依法处理后，交通警察应当使用的规

范用语是：请收好法律文书（和证件）。

对经检查未发现违法行为时，交通警察应当使用的规范用语是：

谢谢合作。

第十四条 对于按规定应当向银行缴纳罚款的，机动车驾驶人

提出当场缴纳罚款时，交通警察应当使用的规范用语是：依据法律规定，

我们不能当场收缴罚款。请到 XXX银行缴纳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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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对于机动车驾驶人拒绝签收处罚决定书或者行政强

制措施凭证时，交通警察应当使用的规范用语是：依据法律规定，你拒

绝签字或者拒收，法律文书同样生效并即为送达。

第十六条 实施交通管制、执行交通警卫任务、维护交通事故

现场交通秩序，交通警察应当使用的规范用语是：前方正在实行交通管

制（有交通警卫任务或者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绕行 XXX道路（或者

耐心等候）。

第十七条 要求当事人将机动车停至路边接受处理时，交通警

察应当使用的规范用语是：请将机动车停在（指出停车位置）接受处理。

第三章 执勤执法行为举止

第十八条 交通警察在道路上执勤执法应当规范行为举止，做

到举止端庄、精神饱满。

第十九条 站立时做到抬头、挺胸、收腹，双手下垂置于大腿

外侧，双腿并拢、脚跟相靠，或者两腿分开与肩同宽，身体不得倚靠其

他物体，不得摇摆晃动。

第二十条 行走时双肩及背部要保持平稳，双臂自然摆动，不

得背手、袖手、搭肩、插兜。

第二十一条 敬礼时右手取捷径迅速抬起，五指并拢自然伸直，

中指微接帽檐右角前，手心向下，微向外张，手腕不得弯屈。礼毕后手

臂迅速放回原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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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交还被核查当事人的相关证件后时应当方便当事

人接取。

第二十三条 使用手势信号指挥疏导时应当动作标准，正确有

力，节奏分明。

手持指挥棒、示意牌等器具指挥疏导时，应当右手持器具，保持

器具与右小臂始终处于同一条直线。

第二十四条 驾驶机动车巡逻间隙不得倚靠车身或者趴在摩托

车把上休息。

第四章 着装和装备配备

第二十五条 交通警察在道路上执勤执法应当按照规定穿着制

式服装，佩戴人民警察标志。

第二十六条 交通警察在道路上执勤执法应当配备多功能反光

腰带、反光背心、发光指挥棒、警用文书包、对讲机或者移动通信工具

等装备，可以选配警务通、录音录像执法装备等，必要时可以配备枪支、

警棍、手铐、警绳等武器和警械。

第二十七条 执勤警用汽车应当配备反光锥筒、警示灯、停车

示意牌、警戒带、照相机（或者摄像机）、灭火器、急救箱、牵引绳等

装备；根据需要可以配备防弹衣、防弹头盔、简易破拆工具、防化服、

拦车破胎器、酒精检测仪、测速仪等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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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条 执勤警用摩托车应当配备制式头盔、停车示意牌、

警戒带等装备。

第二十九条 执勤警车应当保持车容整洁、车况良好、装备齐

全。

第三十条 交通警察执勤执法装备，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

机关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增加，但应当在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做

到统一规范。

第五章 通行秩序管理

第三十一条 交通警察在道路上执勤时，应当采取定点指挥疏

导和巡逻管控相结合的方式。

第三十二条 交通警察在指挥疏导交通时，应当注意观察道路

的交通流量变化，指挥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有序通行。

在信号灯正常工作的路口，可以根据交通流量变化，合理使用交

通警察手势信号，指挥机动车快速通过路口，提高通行效率，减少通行

延误。

在无信号灯或者信号灯不能正常工作的路口，交通警察应当使用

手势信号指挥疏导，提高车辆、行人通过速度，减少交通冲突，避免发

生交通拥堵。

第三十三条 交通警察遇到交通堵塞应当立即指挥疏导；遇严

重交通堵塞的，应当采取先期处置措施，查明原因，向上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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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疏导交通堵塞指令后，应当按照工作预案，选取分流点，并

视情设置临时交通标志、提示牌等交通安全设施，指挥疏导车辆。

在疏导交通堵塞时，对违法行为人以提醒、教育为主，不处罚轻

微违法行为。

第三十四条 交通警察在执勤时，应当定期检查道路及周边交

通设施，包括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交通设施等是否完好，设

置是否合理。发现异常，应当立即采取处置措施，无法当场有效处理的，

应当先行做好应急处置工作，并立即向上级报告。

第三十五条 交通警察发现违反规定占道挖掘或者未经许可擅

自在道路上从事非交通行为危及交通安全或者妨碍通行，尚未设置警示

标志的，应当及时制止，并向上级报告，积极做好交通疏导工作。

第三十六条 在高速公路上执勤时应当以巡逻为主，通过巡逻

和技术监控，实现交通监控和违法信息收集。必要时可以在收费站、服

务区设置执勤点。

第三十七条 交通警察发现高速公路交通堵塞，应当立即进行

疏导，并查明原因，向上级报告或者通报相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造成交通堵塞，必须借用对向车道分流的，应当设置隔离设施，

并在分流点安排交通警察指挥疏导。

第三十八条 交通警察执勤时遇交通事故应当按照《道路交通

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 104号）和《交通事故处理工作规范》

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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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违法行为处理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三十九条 交通警察在道路上执勤，发现违法行为时，应当

及时纠正。无法当场纠正的，可以通过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依据有

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予以处理。

第四十条 交通警察纠正违法行为时，应当选择不妨碍道路通

行和安全的地点进行。

第四十一条 交通警察发现行人、非机动车驾驶人的违法行为，

应当指挥当事人立即停靠路边或者在不影响道路通行和安全的地方接

受处理，指出其违法行为，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作出处理决定。

第四十二条 交通警察查处机动车驾驶人的违法行为，应当按

下列程序执行：

（一）向机动车驾驶人敬礼；

（二）指挥机动车驾驶人立即靠边停车，可以视情要求机动车驾

驶人熄灭发动机或者要求其下车；

（三）告知机动车驾驶人出示相关证件；

（四）检查机动车驾驶证，询问机动车驾驶人姓名、出生年月、

住址，对持证人的相貌与驾驶证上的照片进行核对；检查机动车行驶证，

对类型、颜色、号牌进行核对；检查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查询机

动车及机动车驾驶人的违法行为信息、机动车驾驶人记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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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出机动车驾驶人的违法行为；

（六）听取机动车驾驶人的陈述和申辩；

（七）给予口头警告、制作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违法处理通知

书或者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第二节 查处轻微违法行为

第四十三条 对《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可以给予警告、无记

分的违法行为、未造成影响道路通行和安全的后果且违法行为人已经消

除违法状态的，可以认定为轻微违法行为。

第四十四条 对轻微违法行为，口头告知其违法行为的基本事

实、依据，纠正违法行为并予以口头警告后放行。

第四十五条 交通警察在指挥交通、巡逻管控过程中发现的违

法行为，在不具备违法车辆停车接受处理的条件或者交通堵塞时，可以

通过手势、喊话等方式纠正违法行为。

第四十六条 对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的轻微违法行为，可以

通过手机短信、邮寄违法行为提示、通知车辆所属单位等方式，提醒机

动车驾驶人遵守交通法律法规。

第四十七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机关可以根据本地实

际，依照本规范第四十三条的规定确定轻微违法行为的具体范围。

第三节 现场处罚和采取强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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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八条 违法行为适用简易程序处罚的，交通警察对机动

车驾驶人作出简易程序处罚决定后，应当立即交还机动车驾驶证、行驶

证等证件，并予以放行。

制作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时应当做到内容准

确、字迹清晰。

第四十九条 违法行为需要适用一般程序处罚的，交通警察应

当依照规定制作违法行为处理通知书或者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告知

机动车驾驶人接受处理的时限、地点。

第五十条 当事人拒绝在法律文书上签字的，交通警察除应当

在法律文书上注明有关情况外，还应当注明送达情况。

第五十一条 交通警察依法扣留车辆时，不得扣留车辆所载货

物，并应当提醒机动车驾驶人妥善处置车辆所载货物。

当事人无法自行处理或者能够自行处理但拒绝自行处理的，交通

警察应当在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上注明，登记货物明细并妥善保管。

货物明细应当由交通警察、机动车驾驶人签名，有见证人的，还

应当由见证人签名。机动车驾驶人拒绝签名的，交通警察应当在货物登

记明细上注明。

第七章 实施交通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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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二条 遇有雾、雨、雪等恶劣天气、自然灾害性事故以

及治安、刑事案件时，交通警察应当及时向上级报告，由上级根据工作

预案决定实施限制通行的交通管制措施。

第五十三条 执行交通警卫任务以及具有本规范第五十二条规

定情形的，需要临时在城市道路、国省道实施禁止机动车通行的交通管

制措施的，应当由市（地）级以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决定。需要在

高速公路上实施交通管制的，应当由省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决定。

第五十四条 实施交通管制，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提前

向社会公告车辆、行人绕行线路，并在现场设置警示标志、绕行引导标

志等，做好交通指挥疏导工作。

无法提前公告的，交通警察应当做好交通指挥疏导工作，维护交

通秩序。对机动车驾驶人提出异议或者不理解的，应当做好解释工作。

第五十五条 交通警察在道路上实施交通管制，应当严格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工作预案进行。

第五十六条 在高速公路执勤遇恶劣天气时，交通警察应当采

取以下措施：

（一）迅速上报路况信息，包括雾、雨、雪、冰等恶劣天气的区

域范围、能见度、车流量等情况；

（二）根据路况和上级要求，采取发放警示卡、间隔放行、限制

车速、巡逻喊话提醒、警车限速引导等措施；

（三）加强巡逻，及时发现和处置交通事故，严防发生次生交通

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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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闭高速公路时，要通过设置绕行提示标志、电子显示屏

或者可变情报板、交通广播等方式发布提示信息。车辆分流应当在高速

公路关闭区段前的站口进行，交通警察要在分流处指挥疏导。

第五十七条 交通警察遇到正在发生的治安、刑事案件或者根

据指令赶赴治安、刑事案件现场时，应当通知治安、刑侦部门，并根据

现场情况采取以下先期处置措施：

（一）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控制违法犯罪嫌疑人；

（二）组织抢救伤者，排除险情；

（三）划定警戒区域，疏散围观群众，保护现场，维护好中心现

场及周边道路交通秩序，确保现场处置通道畅通；

（四）进行现场询问，及时组织追缉、堵截；

（五）及时向上级报告案件（事件）性质、事态发展情况。

第五十八条 交通警察发现因群体性事件而堵塞交通的，应当

立即向上级报告，并维护现场交通秩序。

第五十九条 交通警察接受堵截任务后，应当迅速赶往指定地

点，并按照预案实施堵截。

紧急情况下，可以使用拦车破胎器堵截车辆。

第六十条 交通警察发现有被通缉的犯罪嫌疑车辆，应当视情

采取跟踪、堵截等措施，确保有效控制车辆和嫌疑人员，并向上级报告。

第八章 执行交通警卫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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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一条 交通警察执行警卫任务，应当及时掌握任务的时

间、地点、性质、规模以及行车路线等要求，掌握管制措施、安全措施。

按要求准时到达岗位，及时对路口、路段交通秩序进行管理，纠

正各类违法行为，依法文明执勤。

第六十二条 交通警察执行交通警卫任务时，应当遵守交通警

卫工作纪律，严格按照不同级别的交通警卫任务的要求，适时采取交通

分流、交通控制、交通管制等安全措施。在确保警卫车辆安全畅通的前

提下，尽量减少对社会车辆的影响。

警卫车队到来时，遇有车辆、行人强行冲击警卫车队等可能影响

交通警卫任务的突发事件，应当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控制车辆和人员，维

护现场交通秩序，并迅速向上级报告。

警卫任务结束后，应当按照指令迅速解除交通管制，加强指挥疏

导，尽快恢复道路交通。

第六十三条 交通警察在路口执行警卫任务时，负责指挥的交

通警察应当用手势信号指挥车队通过路口，同时密切观察路口情况，防

止车辆、行人突然进入路口。负责外围控制的交通警察，应当分别站在

路口来车方向，控制各类车辆和行人进入路口。

第六十四条 交通警察在路段执行警卫任务时，应当站在警卫

路线道路中心线对向机动车道一侧，指挥控制对向车辆靠右缓行，及时

发现和制止违法行为，严禁对向车辆超车、左转、调头及行人横穿警卫

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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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接受群众求助

第六十五条 交通警察遇到属于《110接处警工作规则》受理范

围的群众求助，应当做好先期处置，并报 110派员处置。需要过往机动

车提供帮助的，可以指挥机动车驾驶人停车，请其提供帮助。机动车驾

驶人拒绝的，不得强制。

第六十六条 交通警察遇到职责范围以外但如不及时处置可能

危及公共安全、国家财产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紧急求助时，

应当做好先期处置，并报请上级通报相关部门或者单位派员到现场处

置，在相关部门或者单位进行处置时，可以予以必要的协助。

第六十七条 交通警察遇到职责范围以外的非紧急求助，应当

告知求助人向所求助事项的主管部门或者单位求助，并视情予以必要的

解释。

第六十八条 交通警察指挥疏导交通时不受理群众投诉，应当

告知其到相关部门或者机构投诉。

第十章 执勤执法安全防护

第六十九条 交通警察在道路上执勤时应当遵守以下安全防护

规定：

（一）穿着统一的反光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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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驾驶警车巡逻执勤时，开启警灯，按规定保持车速和车距，

保证安全。驾驶人、乘车人应当系安全带。驾驶摩托车巡逻时，应当戴

制式头盔；

（三）保持信息畅通，服从统一指挥和调度。

第七十条 在城市快速路、主干道及公路上执勤应当由两名以

上交通警察或者由一名交通警察带领两名以上交通协管员进行。需要设

点执勤的，应当根据道路条件和交通状况，临时选择安全和不妨碍车辆

通行的地点进行，放置要求驾驶人停车接受检查的提示标志，在距执勤

点至少二百米处开始摆放发光或者反光的警告标志、警示灯，间隔设置

减速提示标牌、反光锥筒等安全防护设备。

第七十一条 在执行公务时，警车需要临时停车或者停放的，

应当开启警灯，并选择与处置地点同方向的安全地点，不得妨碍正常通

行秩序。

警车在公路上执行公务时临时停车和停放应当开启警灯，并根据

道路限速，将警车停在处置地点来车方向五十至二百米以外。在不影响

周围群众生产生活的情况下，可以开启警报器。

第七十二条 交通警察在雾、雨、雪、冰冻及夜间等能见度低

和道路通行条件恶劣的条件下设点执勤，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在公路、城市快速路上执勤，应当由三名（含）以上交通

警察或者两名交通警察和两名（含）以上交通协管员进行；

（二）需要在公路上设点执勤，应当在距执勤点至少五百米处开

始摆放发光或者反光的警告标志、警示灯，间隔设置减速提示标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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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锥筒等安全防护设备，并确定专人对执勤区域进行巡控；在高速公路

上应当将执勤点设在收费站或者服务区、停车区，并在至少两公里处开

始摆放发光或者反光的警告标志、警示灯，间隔设置减速提示标牌、反

光锥筒等安全防护设备。

第七十三条 查处违法行为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除执行堵截严重暴力犯罪嫌疑人等特殊任务外，拦截、检

查车辆或者处罚交通违法行为，应当选择不妨碍道路通行和安全的地点

进行，并在来车方向设置分流或者避让标志；

（二）遇有机动车驾驶人拒绝停车的，不得站在车辆前面强行拦

截，或者脚踏车辆踏板，将头、手臂等伸进车辆驾驶室或者攀扒车辆，

强行责令机动车驾驶人停车；

（三）除机动车驾驶人驾车逃跑后可能对公共安全和他人生命安

全有严重威胁以外，交通警察不得驾驶机动车追缉，可采取通知前方执

勤交通警察堵截，或者记下车号，事后追究法律责任等方法进行处理；

（四）堵截车辆应采取设置交通设施、利用交通信号灯控制所拦

截车辆前方车辆停车等非直接拦截方式，不得站立在被拦截车辆行进方

向的行车道上拦截车辆。

第七十四条 在高速公路发现有不按规定车道行驶、超低速行

驶、遗洒载运物、客车严重超员、车身严重倾斜等危及道路通行安全的

违法行为，可以通过喊话、鸣警报器、车载显示屏提示等方式，引导车

辆到就近服务区或者驶出高速公路接受处理。情况紧急的，可以立即进

行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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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五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定期检查交通警察安

全防护装备配备和使用情况，发现和纠正存在的问题。

第十一章 执法监督与考核评价

第七十六条 公安机关督察部门和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对交

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现场督察制度。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建立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检查和考

核制度。

对模范遵守法纪、严格执法的交通警察，应当予以表彰和奖励。

对违反规定执勤执法的，应当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给予党纪、

政纪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七十七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警察工作职

责，结合辖区交通秩序、交通流量情况和交通事故的规律、特点，以及

不同岗位管理的难易程度，安排勤务工作，确定执勤执法任务和目标，

以执法形象、执法程序、执法效果、执法纪律、执勤执法工作量、执法

质量、接处警等为重点，开展考核评价工作。

不得下达或者变相下达罚款指标，不得以处罚数量作为考核交通

警察执法效果的唯一依据。

考核评价结果应当定期公布，记入交通警察个人执法档案，并与

交通警察评先创优、记功、职级和职务晋升、公务员年度考核分配挂钩，

兑现奖励措施。



JAC外贸实战——不仅仅外贸，关注日常生活

第七十八条 省、市（地）、县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

公开办事制度、办事程序，公布举报电话，自觉接受社会和群众的监督，

认真受理群众的举报，坚决查处交通警察违法违纪问题。

第七十九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和完善值日警官

制度，通过接待群众及时发现交通警察在执法形象、执法纪律、执法程

序、接处警中出现的偏差、失误，随时纠正，使执法监督工作动态化、

日常化。

第八十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建立本单位及其所属交

通警察的执法档案，实施执法质量考评、执法责任制和执法过错追究。

执法档案可以是电子档案或者纸质档案。

执法档案的具体内容，由省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商公安法制

部门按照执法质量考评的要求统一制定。

第八十一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通过执法档案应当定期分

析交通警察的执法情况，发现、梳理带有共性的执法问题，制定整改措

施。

第八十二条 交警大队应当设立专职法制员，交警中队应当设

立兼职法制员。法制员应当重点审查交通警察执勤执法的事实依据、证

据收集、程序适用、文书制作等，规范交通警察案卷、文书的填写、制

作。

第八十三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使用交通违法信息系

统，实行执法办案网上流程管理、网上审批和网上监督，加强对交通警

察执法情况的分析、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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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四条 交通警察在道路上执勤执法时，严禁下列行为：

（一）违法扣留车辆、机动车行驶证、驾驶证和机动车号牌；

（二）违反规定当场收缴罚款，当场收缴罚款不开具罚款收据、

不开具简易程序处罚决定或者不如实填写罚款金额；

（三）利用职务便利索取、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四）违法使用警报器、标志灯具；

（五）非执行紧急公务时拦截搭乘机动车；

（六）故意为难违法行为人；

（七）因自身的过错与违法行为人或者围观群众发生纠纷或者冲

突；

（八）从事非职责范围内的活动。

第十二章 附 则

第八十五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机关可以根据本地实

际，制定实施办法。

第八十六条 本规范自 2009年 1月 1 日起实施。2005年 11

月 14日公安部印发的《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规范》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