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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今日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
会，通报公安交管部门推出的六
项便民利企新措施，包括试点机
动车检验标志电子化、全面推行
小客车转籍信息网上转递、交通
安全导航提示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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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局长李江
平通报，公安部在总结前期改革
经验的基础上，此次再推出六项
改革新措施，包括三项试点推行
改革措施、三项全面落实改革措
施。三项试点启动的措施主要是
围绕积极推进电子证照在交管领
域应用、优化驾驶人记分管理等
方面。
一是试点机动车检验标志电
子化，通过全国统一的互联网交
通安全综合服务 平台 或 “交 管
12123”手机 APP核发检验标志
电子凭证，为机动车所有人、驾驶
人以及相关行业和管理部门提供
电子证照服务，减少纸质证明标

志，
免去群众粘贴麻烦。该措施自
3月 1日起在北京、
天津、
上海、
重
庆、哈尔滨、南京、杭州、宁波、济
南、株洲、深圳、海口、成都、贵阳、
玉溪、乌鲁木齐等 16个城市先行
试点。
二是试点接受教育减免交通
违法记分，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
合，对符合规定条件的机动车驾
驶人，参加公安交管部门组织的
交通安全教育学习、考试或者交
通安全公益活动达到相关要求
的，减免部分交通违法记分，发挥
记分制度教育引导、鼓励守法的
正向激励作用。该措施自 3月 1
日起在湖北、重庆、广东深圳等地
先行试点。
三是试点提供交通事故处理
进度和结果网上查询，对造成人
员伤亡或者较大财产损失，公安
交管部门适用一般程序处理的交
通事故，事故当事人各方及其代
理人可以通过互联网交通安全综
合服务平台、
“交管 12123”手机
APP查询事故处理进度和处理结

果。该措施自 3月 1日起在上海、
江苏、山东、广东、重庆、四川 6个
省（市）先行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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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全面推进的改革措施主
要是总结推广已试点的改革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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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漫步在新民镇禾山
村的亲水步道上，
微风拂面，只见
溪水清澈，
树木葱郁，经过生态治
理的官浔溪高速公路桥至宋厝桥
段安全生态水系已焕然一新，一
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画卷
映入眼帘。
昨日上午，记者来到现场看
到，
宋厝桥下游设置了两道生态滚
水坝，
两岸滩地采用松木桩进行加
固；
宋厝桥下游两侧滩地上设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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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形亲水步道与景观步道。
河道两
p ¦ ?!>$$<%:@9
岸景观步道种植了香樟、三角梅、
榕树等绿植，
河道中种植了水生美
安全”的生态休闲示范工程，
从过
官浔溪高速公路桥，终点位于宋
人蕉、
再力花、
菖蒲等水生植物，
以
厝桥下游50米，治理长度300米， 去单一的防洪排放的水利工程项
达到净化水质的作用。
经过淤泥换
目转变成跟村民生产、生活息息
工程建 设 主要 内容 包 含水 利措
填、
河床梳理、
绿化提升等治理工
相关的生态休闲项目，最终达到
施、亲水措施、绿化提升、修复河
作，
原本脏污的深坑“华丽变身” 岸等。厦门同安市政建设开发有 “百姓富、
生态美”的终极目标。
成如今水质清澈的浅滩，
两岸绿植
该河段沿线村庄较多，它的
限公司项目经理黄应根表示，该
郁郁葱葱，
用“水清岸绿景美”来
安全生态水系建设项目力争于春 “华丽变身”是同安区安全生态水
形容它再合适不过了。
系建设的一个真实写照。事实上，
节后完工验收，将成为村民休闲
据悉，作为同安区官浔溪高
这样 的变 化 如今 在同 安 随处 可
娱乐的好去处。
速公路桥至官浔溪水闸段安全生
见——
在 项 目 建 设 过 程 中 ，围 绕
—河道内的垃圾不见了，原
态水系建设工程的先行示范段，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
先被垃圾占领的两岸护坡被修复，
同安区官浔溪高速公路桥至宋厝
然”的建设理念，着力将该项目
种上绿植，
水清、
岸绿、
景美的同安
桥段安全生态水系工程起点位于
打造成“河畅、水清、岸绿、生态、 溪流正渐渐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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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推进在全国范围内全面落地，
进一步扩大改革覆盖面，让更多
群众企业享受到便利实惠。
一是全面推行租赁车交通违
法处理简捷快办，在部分省市试
点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
行租赁车交通违法处理简捷快

办，承租人可以通过 “交管
12123” 手机 APP网上查询、自
助处理承租期间发生的交通违
法，避免两地奔波；对承租驾驶人
未及时接受处理，经租赁企业申
请并确认无误的，将交通违法记
录转移至承租驾驶人名下，减轻
租赁企业负担。
二是全面推行小客车转籍信
息网上转递，在 300个城市试点
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实行非营
运小微型载客汽车档案电子化网
上转递，申请人可以直接到车辆
迁入地车辆管理所申请并办理机
动车转籍，无需再回迁出地验车、
提取纸质档案。
三是全面推行交通安全导航
提示服务，在部分省市试点基础
上，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交通
事故、占路施工、交通管制、事故
多发点段等交通安全信息导航提
示服务，
保障群众出行安全顺畅。
上述三项措施将于 2020年
3月底前，
在全国全面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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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地铁2号线湖滨北
路、
吕岭路段及松柏片区市政道
路提升工程施工进度，
1月18日
起，
湖滨北路、
吕岭路、莲岳路的
4处中途站单向迁移。
其中，
为方便乘客接驳地铁
2号线建业路站1B号出入口，湖
滨北路的“滨北中行”站北侧站
点往市政府方向迁移约330米，
涉及26路、
31路、
58路、
85路、
87
路、
115路、
309路、
842路、
958路
等9条线路；调整88路往第一码
头方向恢复停靠“滨北中行”站
北侧站点。
吕岭路的“报业大厦”站南
侧站点往泰和花园方向迁移约
150米，涉及34路、
39路、
46路、
88路、
96路、
109路、
115路、
123

路、
129路 、
651路 、
942路 、
D18
路、
D19路等13条线路。
吕岭路的“赤坡山”站北侧
站点往古地石方向迁 移约 180
米，涉及38路、
39路、
50路、
68
路、
88路、
94路、
102路、
123路、
127路、
129路、
402路、
656路等
12条线路；调整403路往宝龙一
城公交场站方向单向减停 “赤
坡山”站北侧站点。
莲岳路的“莲兴里”站西侧
站点往槟榔路方向迁 移约 150
米，涉及33路、
85路、
101路、
113
路、
116路、
846路等6条线路；调
整85路、
846路往莲花南路方向
单向减停“莲兴里”站临时停靠
点；调整859路往报业大厦方向
单向增停 “莲兴里” 站西侧站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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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起，
湖里区、
翔安区 3
处公交站点更名，
市民出行请注
意站点名变更。
其中，仙岳路的 “弘爱医
院”站更名为“弘爱医院·厦心

医院”站；翔安大道的“翔安企
业总部”站更名为“数字经济产
业园”站；亭洋路的“翔安企业
总部车场”站更名为“数字经济
产业园车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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