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关联日期 服务内容 准驾车型
1 汪汝福 2019-12-20 您的驾驶证(370112*8611)上一记分周期为2018-12-20至2019-12-20，期间没有记分，免予本记分周期审验。 B2D
2 冯优烈 2019-12-20 您的驾驶证(370181*1137)上一记分周期为2018-12-20至2019-12-20，期间没有记分，免予本记分周期审验。 B2
3 宁凡猛 2019-12-20 您的驾驶证(370181*2734)上一记分周期为2018-12-20至2019-12-20，期间没有记分，免予本记分周期审验。 B2
4 杨世平 2019-12-20 您的驾驶证(370122*6119)上一记分周期为2018-12-20至2019-12-20，期间没有记分，免予本记分周期审验。 B2
5 杨亚东 2019-12-20 您的驾驶证(370181*1717)上一记分周期为2018-12-20至2019-12-20，期间没有记分，免予本记分周期审验。 B2

序号 姓名 关联日期 服务内容 准驾车型

1 王振钵 2019-03-07 您应当于2019-03-07之前30日内，为您的驾驶证(370103*1012) 办理提交身体条件证明业务 ，目前已逾期。请于2020
-03-07之前办理，逾期将被注销。

C1

2 金玉勋 2019-03-11
您应当于2019-03-11之前30日内，为您的驾驶证(370105*3312) 办理提交身体条件证明业务 ，目前已逾期。请于2020

-03-11之前办理，逾期将被注销。
C1

3 史宝臣 2019-03-02 您应当于2019-03-02之前30日内，为您的驾驶证(370102*1112) 办理提交身体条件证明业务 ，目前已逾期。请于2020
-03-02之前办理，逾期将被注销。

C1

4 王广林 2019-03-07 您应当于2019-03-07之前30日内，为您的驾驶证(370103*4512) 办理提交身体条件证明业务 ，目前已逾期。请于2020
-03-07之前办理，逾期将被注销。

C1

5 王继宇 2019-03-19 您应当于2019-03-19之前30日内，为您的驾驶证(370104*1016) 办理提交身体条件证明业务 ，目前已逾期。请于2020
-03-19之前办理，逾期将被注销。

C1

序号 统计月份 姓名 公告内容 发证机关
1 20200103 纪亚会 驾驶人纪亚会所持驾驶证（证芯编号：3780043492165）在办理驾驶证换证业务时，已颁发新证，原证未收回，已经作废，特此公告。 鲁A

2 20200103 董镇瑜 驾驶人董镇瑜所持驾驶证（证芯编号：37X0024202924）在办理驾驶证换证业务时，已颁发新证，原证未收回，已经作废，特此公告。 鲁A

3 20200103 王浩 驾驶人王浩所持驾驶证（证芯编号：3730036178627）在办理驾驶证换证业务时，已颁发新证，原证未收回，已经作废，特此公告。 鲁A

4 20200103 孟倩倩 驾驶人孟倩倩所持驾驶证（证芯编号：3780026120690）在办理驾驶证换证业务时，已颁发新证，原证未收回，已经作废，特此公告。 鲁A

5 20200103 王朋 驾驶人王朋所持驾驶证（证芯编号：3720010441966）在办理驾驶证换证业务时，已颁发新证，原证未收回，已经作废，特此公告。 鲁A

序号 所有人 号牌种类 号牌号码 关联日期 服务内容

1 张素芹 小型汽车 鲁A338Q5 2020-12-01您的小型汽车鲁A338Q5强制报废期止为2020-12-01，已无法办理转移登记业务，请按时办理注销业务。

2 周建锋 小型汽车 鲁A370J0 2020-12-01您的小型汽车鲁A370J0强制报废期止为2020-12-01，已无法办理转移登记业务，请按时办理注销业务。

3 周月明 小型汽车 鲁AY9151 2020-12-01您的小型汽车鲁AY9151强制报废期止为2020-12-01，已无法办理转移登记业务，请按时办理注销业务。

4 王长河 小型汽车 鲁A88053 2020-12-02您的小型汽车鲁A88053强制报废期止为2020-12-02，已无法办理转移登记业务，请按时办理注销业务。

5 济南市佳尚辕经贸有限公司 小型汽车 鲁SLX917 2020-12-03您的小型汽车鲁SLX917强制报废期止为2020-12-03，已无法办理转移登记业务，请按时办理注销业务。

序号 所有人 号牌种类 号牌号码 关联日期 服务内容
1 艾和平 小型汽车 鲁A339T7 2019-12-31 您的小型汽车鲁A339T7从2019-12底起已连续3个周期未检验，已达到强制报废标准，请尽快办理注销业务。

2 安明涛 小型汽车 鲁A206VZ 2019-12-31 您的小型汽车鲁A206VZ从2019-12底起已连续3个周期未检验，已达到强制报废标准，请尽快办理注销业务。

3 白金波 小型汽车 鲁A376L9 2019-12-31 您的小型汽车鲁A376L9从2019-12底起已连续3个周期未检验，已达到强制报废标准，请尽快办理注销业务。

4 白艳兵 小型汽车 鲁A313ZW 2019-12-31 您的小型汽车鲁A313ZW从2019-12底起已连续3个周期未检验，已达到强制报废标准，请尽快办理注销业务。

5 白永兴 小型汽车 鲁S32154 2019-12-31 您的小型汽车鲁S32154从2019-12底起已连续3个周期未检验，已达到强制报废标准，请尽快办理注销业务。

序号 所有人 号牌种类 号牌号码 关联日期 服务内容
1 艾名珍 小型汽车 鲁A3A69A 2019-11-30 您的小型汽车鲁A3A69A检验有效期止为2019-11底，请尽快办理定期检验业务。

2 常俊娥 小型汽车 鲁A0B66A 2019-11-30 您的小型汽车鲁A0B66A检验有效期止为2019-11底，请尽快办理定期检验业务。

3 陈麦花 小型汽车 鲁A1C09D 2019-11-30 您的小型汽车鲁A1C09D检验有效期止为2019-11底，请尽快办理定期检验业务。

4 济南烨裕鑫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小型汽车 鲁A2A10D 2019-11-30 您的小型汽车鲁A2A10D检验有效期止为2019-11底，请尽快办理定期检验业务。

5 济南烨裕鑫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小型汽车 鲁A9B11V 2019-11-30 您的小型汽车鲁A9B11V检验有效期止为2019-11底，请尽快办理定期检验业务。

序号 所有人 号牌种类 号牌号码 关联日期 服务内容

1 张志林 普通摩托车 鲁SU9166 2019-12-18 您的普通摩托车鲁SU9166强制报废期止为2019-12-18，目前逾期已被强制报废，请尽快办理注销业务。

2 段崇贵 普通摩托车 鲁SU6795 2019-12-25 您的普通摩托车鲁SU6795强制报废期止为2019-12-25，目前逾期已被强制报废，请尽快办理注销业务。

3 吴加梅 普通摩托车 鲁SU0633 2019-12-28 您的普通摩托车鲁SU0633强制报废期止为2019-12-28，目前逾期已被强制报废，请尽快办理注销业务。

4 张立玲 普通摩托车 鲁SU0628 2019-12-28 您的普通摩托车鲁SU0628强制报废期止为2019-12-28，目前逾期已被强制报废，请尽快办理注销业务。

5 王端明 普通摩托车 鲁SU7659 2019-12-20 您的普通摩托车鲁SU7659强制报废期止为2019-12-20，目前逾期已被强制报废，请尽快办理注销业务。

序号 所有人 号牌种类 号牌号码 关联日期 服务内容

1 杨风花 小型新能源汽车鲁ND32883 2019-12-03您的小型新能源汽车鲁ND32883转入业务办理期限为2020-01-02，机动车临时号牌已失效，请尽快办理转入业务。

2 张亦国 小型新能源汽车鲁MD06977 2019-11-25您的小型新能源汽车鲁MD06977转入业务办理期限为2019-12-25，机动车临时号牌已失效，请尽快办理转入业务。

3 刘元香 小型汽车 京N882Y7 2019-12-02 您的小型汽车京N882Y7转入业务办理期限为2020-01-01，机动车临时号牌已失效，请尽快办理转入业务。

4 杨家岭 小型汽车 冀A53FW7 2019-12-04 您的小型汽车冀A53FW7转入业务办理期限为2020-01-03，机动车临时号牌已失效，请尽快办理转入业务。

5
深 圳市优信鹏达
二手车经纪有限公
司济南第三分公司

小型汽车 辽BP10L1 2019-11-22 您的小型汽车辽BP10L1转入业务办理期限为2019-12-22，机动车临时号牌已失效，请尽快办理转入业务。

序号 所有人 号牌种类 号牌号码 关联日期 服务内容

1 马延峰 小型汽车 鲁SHN060 2020-02-29 您的小型汽车鲁SHN060已临近检验有效期，请于2020-02-29前办理年检业务。按照定逾期未检验车辆不得上路行驶。

2 张健 小型汽车 鲁SHY632 2020-02-29 您的小型汽车鲁SHY632已临近检验有效期，请于2020-02-29前办理年检业务。按照定逾期未检验车辆不得上路行驶。

3 任维恒 小型汽车 鲁SMC309 2020-02-29 您的小型汽车鲁SMC309已临近检验有效期，请于2020-02-29前办理年检业务。按照定逾期未检验车辆不得上路行驶。

4 李顺 小型汽车 鲁S31012 2020-02-29 您的小型汽车鲁S31012已临近检验有效期，请于2020-02-29前办理年检业务。按照定逾期未检验车辆不得上路行驶。

5 王立平 小型汽车 鲁SBR056 2020-02-29 您的小型汽车鲁SBR056已临近检验有效期，请于2020-02-29前办理年检业务。按照定逾期未检验车辆不得上路行驶。

序号 所有人 号牌种类 号牌号码 关联日期 服务内容
1 朱宁军 小型汽车 鲁SL9830 2019-12-31 您单位小型汽车鲁SL9830检验有效期止为2019-12底，请尽快办理定期检验业务。
2 刘继顺 小型汽车 鲁SMZ663 2019-12-31 您单位小型汽车鲁SMZ663检验有效期止为2019-12底，请尽快办理定期检验业务。
3 莱芜市旭升电器有限公司 小型汽车 鲁SG0799 2019-12-31 您单位小型汽车鲁SG0799检验有效期止为2019-12底，请尽快办理定期检验业务。
4 马学松 小型汽车 鲁SGX678 2019-12-31 您单位小型汽车鲁SGX678检验有效期止为2019-12底，请尽快办理定期检验业务。
5 高会明 小型汽车 鲁SF1862 2019-12-31 您单位小型汽车鲁SF1862检验有效期止为2019-12底，请尽快办理定期检验业务。

序号 所有人 号牌种类号牌号码 关联日期 服务内容

1 莱芜市浩发物流有限公司大型汽车鲁S06016 2019-12-31 您单位大型汽车鲁S06016强制报废期止为2019-12-31，目前逾期已被强制报废，请尽快办理注销业务。

2 赵正军 低速车 鲁SB1500 2019-12-24 您单位低速车鲁SB1500强制报废期止为2019-12-24，目前逾期已被强制报废，请尽快办理注销业务。

3 李鹏 低速车 鲁SB1398 2019-12-18 您单位低速车鲁SB1398强制报废期止为2019-12-18，目前逾期已被强制报废，请尽快办理注销业务。

4 卢诗双 低速车 鲁SB6098 2019-12-29 您单位低速车鲁SB6098强制报废期止为2019-12-29，目前逾期已被强制报废，请尽快办理注销业务。

5 邵现国 低速车 鲁SB6021 2019-12-29 您单位低速车鲁SB6021强制报废期止为2019-12-29，目前逾期已被强制报废，请尽快办理注销业务。

序号 所有人 号牌种类 号牌号码 关联日期 服务内容

1 王卫卫 普通摩托车 鲁A91E56 2015-12-31
您的普通摩托车鲁A91E56从2015年12月底起已连续2个周期未检验，按照《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连续3个机动车检验周
期内未取得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的，应当强制报废，请尽快办理定期检验业务。

2 谷瑞红 普通摩托车 鲁SEK637 2015-12-31
您的普通摩托车鲁SEK637从2015年12月底起已连续2个周期未检验，按照《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连续3个机动车检验周
期内未取得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的，应当强制报废，请尽快办理定期检验业务。

3 郑新友 普通摩托车 鲁SCH216 2015-12-31
您的普通摩托车鲁SCH216从2015年12月底起已连续2个周期未检验，按照《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连续3个机动车检验周
期内未取得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的，应当强制报废，请尽快办理定期检验业务。

4 戴国卫 普通摩托车 鲁A8R687 2015-12-31
您的普通摩托车鲁A8R687从2015年12月底起已连续2个周期未检验，按照《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连续3个机动车检验周
期内未取得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的，应当强制报废，请尽快办理定期检验业务。

5 刘鸿 轻便摩托车 鲁AP5038 2015-12-31
您的轻便摩托车鲁AP5038从2015年12月底起已连续2个周期未检验，按照《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连续3个机动车检验周
期内未取得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的，应当强制报废，请尽快办理定期检验业务。

2020年1机动车注销数据统计明细表
序号 号牌种类 车辆号牌 品牌型号 车架号 登记证书编号 未收回牌证名称
1 小型汽车 鲁A2080U 东风EQ1041S72DB LGDCH81A5BA134009 370017588571 登记证书
2 小型汽车 鲁ACB380 凯马KMC5047D3XXY LWU2DM1C19KM06817 370012568183 行驶证
3 小型汽车 鲁A658D0 欧玲ZB1041ADC0S LA71AHD42A0004079 370013258131 行驶证
4 小型汽车 鲁A88S71 长城CC1021DAD41 LGWCAC1A19C001938 370011927378 登记证书
5 小型汽车 鲁A093P1 东风EQ1041L72DB LGDXH81A6AA145892 370014630983 登记证书

序号 姓名 关联日期 服务内容 准驾车型

1 张荣才 2018-12-29 您的驾驶证(370103*401X) 提交身体条件证明期限为2018-12-29，目前因逾期1年已被注销，您可在2021-12-29前
办理恢复驾驶资格业务。

C2

2 亓明奎 2018-12-01 您的驾驶证(370102*1919) 提交身体条件证明期限为2018-12-01，目前因逾期1年已被注销，您可在2021-12-01前
办理恢复驾驶资格业务。

C1F

3 陈顺全 2018-12-12 您的驾驶证(370111*1057) 提交身体条件证明期限为2018-12-12，目前因逾期1年已被注销，您可在2021-12-12前
办理恢复驾驶资格业务。

C1F

4 吕庆平 2018-12-28 您的驾驶证(370111*523X) 提交身体条件证明期限为2018-12-28，目前因逾期1年已被注销，您可在2021-12-28前
办理恢复驾驶资格业务。

C1F

5 张巨升 2018-12-29 您的驾驶证(370102*2114) 提交身体条件证明期限为2018-12-29，目前因逾期1年已被注销，您可在2021-12-29前
办理恢复驾驶资格业务。

C1

序号 姓名 关联日期 服务内容 准驾车型

1 张建成 2019-12-20 您的驾驶证(371202*153X)截至2019-12-20已记满12分，将被注销最高准驾车型。请在本通知后15日内参
加满分学习考试，并办理降级换证业务，否则公告注销的最高准驾车型驾驶资格作废。

B2

2 彭如焕 2019-12-22 您的驾驶证(370919*631X)截至2019-12-22已记满12分，将被注销最高准驾车型。请在本通知后15日内参
加满分学习考试，并办理降级换证业务，否则公告注销的最高准驾车型驾驶资格作废。

B2

3 周友 2019-12-23 您的驾驶证(370181*001X)截至2019-12-23已记满12分，将被注销最高准驾车型。请在本通知后15日内参
加满分学习考试，并办理降级换证业务，否则公告注销的最高准驾车型驾驶资格作废。

B2

4 亓玉超 2019-12-23 您的驾驶证(371202*213X)截至2019-12-23已记满12分，将被注销最高准驾车型。请在本通知后15日内参
加满分学习考试，并办理降级换证业务，否则公告注销的最高准驾车型驾驶资格作废。

B2

5 林涛 2019-12-23 您的驾驶证(370104*4533)截至2019-12-23已记满12分，将被注销最高准驾车型。请在本通知后15日内参
加满分学习考试，并办理降级换证业务，否则公告注销的最高准驾车型驾驶资格作废。

B2

序号 姓名 关联日期 服务内容 准驾车型

1 宋兆斌 2019-12-20
您因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死亡，承担同等以上责任，驾驶证(370123*1030)最高准驾车型驾驶资格将被注销。

请在本通知后30日内办理降级换证业务，否则公告注销的最高准驾车型驾驶资格作废。
B2E

2 王飞 2019-12-23
您因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死亡，承担同等以上责任，驾驶证(370181*1439)最高准驾车型驾驶资格将被注销。

请在本通知后30日内办理降级换证业务，否则公告注销的最高准驾车型驾驶资格作废。
B2

3 任延宏 2019-12-25
您因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死亡，承担同等以上责任，驾驶证(370125*5913)最高准驾车型驾驶资格将被注销。

请在本通知后30日内办理降级换证业务，否则公告注销的最高准驾车型驾驶资格作废。
B2

4 赵路军 2020-01-02
您因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死亡，承担同等以上责任，驾驶证(370126*845X)最高准驾车型驾驶资格将被注销。

请在本通知后30日内办理降级换证业务，否则公告注销的最高准驾车型驾驶资格作废。
B1B2

5 王绪江 2019-12-31
您因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死亡，承担同等以上责任，驾驶证(370123*2539)最高准驾车型驾驶资格将被注销。

请在本通知后30日内办理降级换证业务，否则公告注销的最高准驾车型驾驶资格作废。
A2D

序号 姓名 关联日期 服务内容 准驾车型
1 倪军 2020-01-03 您的驾驶证(370103*8811)在2019-01-03至2020-01-03实习期内记6分以上但未达到12分，实习期限延长一年。 A1
2 李兆永 2019-12-21 您的驾驶证(370181*0770)在2018-12-21至2019-12-21实习期内记6分以上但未达到12分，实习期限延长一年。 B2
3 鹿超 2019-12-24 您的驾驶证(371202*2114)在2018-12-24至2019-12-24实习期内记6分以上但未达到12分，实习期限延长一年。 B2
4 刘修岭 2019-12-26 您的驾驶证(372430*1611)在2018-12-26至2019-12-26实习期内记6分以上但未达到12分，实习期限延长一年。 B2
5 李新 2019-12-27 您的驾驶证(370181*2419)在2018-12-27至2019-12-27实习期内记6分以上但未达到12分，实习期限延长一年。 B2

序号 姓名 关联日期 服务内容 准驾车型

1 董华健 2019-05-15 您的驾驶证(370123*1036)实习期为2019-05-15至2020-05-15，目前记10分。记分达到12分的，将注销实习的准驾车型驾驶资格。 A1A2D

2 尹亮 2019-04-26 您的驾驶证(370104*2610)实习期为2019-04-26至2020-04-26，目前记11分。记分达到12分的，将注销实习的准驾车型驾驶资格。 A1A2D

3 赵洪斌 2019-03-08 您的驾驶证(370102*3730)实习期为2019-03-08至2020-03-08，目前记11分。记分达到12分的，将注销实习的准驾车型驾驶资格。 A2D

4 黄友胜 2019-05-17 您的驾驶证(370126*0438)实习期为2019-05-17至2020-05-17，目前记9分。记分达到12分的，将注销实习的准驾车型驾驶资格。 A2D

5 李臣超 2019-06-13 您的驾驶证(370121*2911)实习期为2019-06-13至2020-06-13，目前记9分。记分达到12分的，将注销实习的准驾车型驾驶资格。 A2D

序号 姓名 关联日期 服务内容 准驾车型

1 李传伟 2019-12-24 您的驾驶证(371202*7410)实习期内截至2019-12-24，记满12分，将被注销。请在本通知后30日内办理注销业务，否则公告注销的驾驶证作废。 E

2 张存良 2019-12-25 您的驾驶证(210381*5319)实习期内截至2019-12-25，记满12分，将被注销。请在本通知后30日内办理注销业务，否则公告注销的驾驶证作废。 D

3 苗壮田 2020-01-02 您的驾驶证(370911*2013)实习期内截至2020-01-02，记满12分，将被注销。请在本通知后30日内办理注销业务，否则公告注销的驾驶证作废。 D

4 郜丙文 2020-01-03 您的驾驶证(372429*6218)实习期内截至2020-01-03，记满12分，将被注销。请在本通知后30日内办理注销业务，否则公告注销的驾驶证作废。 D

5 王志伟 2020-01-02 您的驾驶证(372325*3672)实习期内截至2020-01-02，记满12分，将被注销。请在本通知后30日内办理注销业务，否则公告注销的驾驶证作废。 C2

序号 姓名 关联日期 服务内容 准驾车型
1 张凤勇 2019-12-19 您的驾驶证(370104*3310)截至2019-12-19已记满12分。请在本通知后15日内参加满分学习考试，否则公告驾驶证停止使用。 A1A2
2 杨志明 2019-12-19 您的驾驶证(370102*4117)截至2019-12-19已记满12分。请在本通知后15日内参加满分学习考试，否则公告驾驶证停止使用。 A1A2
3 部敬淼 2019-12-19 您的驾驶证(370181*6559)截至2019-12-19已记满12分。请在本通知后15日内参加满分学习考试，否则公告驾驶证停止使用。 A2
4 张德波 2019-12-19 您的驾驶证(370111*3931)截至2019-12-19已记满12分。请在本通知后15日内参加满分学习考试，否则公告驾驶证停止使用。 A2E
5 朱德强 2019-12-19 您的驾驶证(370112*3933)截至2019-12-19已记满12分。请在本通知后15日内参加满分学习考试，否则公告驾驶证停止使用。 A2E

序号 姓名 关联日期 服务内容 准驾车型
1 胥兴钱 2019-12-20 您的驾驶证(370125*1913)实习期为2018-12-20至2019-12-20，现实习期已结束，请在本通知后30日内参加教育考试。 B2
2 孙晋鹏 2019-12-20 您的驾驶证(370102*0017)实习期为2018-12-20至2019-12-20，现实习期已结束，请在本通知后30日内参加教育考试。 B2
3 卫孝阳 2019-12-20 您的驾驶证(370103*885X)实习期为2018-12-20至2019-12-20，现实习期已结束，请在本通知后30日内参加教育考试。 B2
4 纪玉建 2019-12-20 您的驾驶证(370919*2694)实习期为2018-12-20至2019-12-20，现实习期已结束，请在本通知后30日内参加教育考试。 B2
5 姜红月 2019-12-20 您的驾驶证(370104*3315)实习期为2018-12-20至2019-12-20，现实习期已结束，请在本通知后30日内参加教育考试。 B2

序号 姓名 关联日期 服务内容 准驾车型

1 段崇吉 2019-11-30 您应当于2019-11-30之前30日内，为您的驾驶证(371202*8013)办理审验业务，目前已逾期，请尽快办理审验业务。 C1
2 曹占坤 2019-12-21 您应当于2019-12-21之前30日内，为您的驾驶证(379004*2132)办理审验业务，目前已逾期，请尽快办理审验业务。 B2E
3 毕泗国 2019-12-18 您应当于2019-12-18之前30日内，为您的驾驶证(371202*0039)办理审验业务，目前已逾期，请尽快办理审验业务。 B2E
4 代庆吉 2019-12-30 您应当于2019-12-30之前30日内，为您的驾驶证(370919*0810)办理审验业务，目前已逾期，请尽快办理审验业务。 B2D
5 李庆绪 2019-12-12 您应当于2019-12-12之前30日内，为您的驾驶证(371203*7717)办理审验业务，目前已逾期，请尽快办理审验业务。 B2

序号 姓名 关联日期 服务内容 准驾车型

1 李承义 2019-03-27 您应当于2019-03-27之前90日内，为您的驾驶证(371202*1552)办理期满换证业务，目前将逾期1年被注销，请按时办理换证业务。 C1

2 李兵 2019-03-30 您应当于2019-03-30之前90日内，为您的驾驶证(370123*2533)办理期满换证业务，目前将逾期1年被注销，请按时办理换证业务。 C1

3 张彬 2019-03-27 您应当于2019-03-27之前90日内，为您的驾驶证(370125*1214)办理期满换证业务，目前将逾期1年被注销，请按时办理换证业务。 C1

4 李伟 2019-03-01 您应当于2019-03-01之前90日内，为您的驾驶证(370103*8017)办理期满换证业务，目前将逾期1年被注销，请按时办理换证业务。 C1

5 于延会 2019-03-29 您应当于2019-03-29之前90日内，为您的驾驶证(370123*5257)办理期满换证业务，目前将逾期1年被注销，请按时办理换证业务。 C1

序号 姓名 关联日期 服务内容 准驾车型
1 王洪啟 2019-12-26 您应当于2019-12-26之前90日内，为您的驾驶证(370919*1833)办理期满换证业务，目前已逾期，请尽快办理换证业务，逾期1年未换证将被注销。 E

2 田玉茂 2019-12-16 您应当于2019-12-16之前90日内，为您的驾驶证(370919*1214)办理期满换证业务，目前已逾期，请尽快办理换证业务，逾期1年未换证将被注销。 E

3 刘民贵 2019-12-01 您应当于2019-12-01之前90日内，为您的驾驶证(370919*3719)办理期满换证业务，目前已逾期，请尽快办理换证业务，逾期1年未换证将被注销。 E

4 陈瑞堂 2019-12-20 您应当于2019-12-20之前90日内，为您的驾驶证(370919*031X)办理期满换证业务，目前已逾期，请尽快办理换证业务，逾期1年未换证将被注销。 C1E

5 初冰梅 2019-12-25 您应当于2019-12-25之前90日内，为您的驾驶证(370919*0326)办理期满换证业务，目前已逾期，请尽快办理换证业务，逾期1年未换证将被注销。 C1E

序号 姓名 关联日期 服务内容 准驾车型
1 武宗生 2018-12-28 您的驾驶证(370919*3217)换证期限为2018-12-28，目前因逾期1年已被注销，您可在2021-12-28前办理恢复驾驶资格业务。 C4
2 孟广圣 2018-12-11 您的驾驶证(370919*2633)换证期限为2018-12-11，目前因逾期1年已被注销，您可在2021-12-11前办理恢复驾驶资格业务。 C4
3 靖华 2018-12-26 您的驾驶证(370122*7221)换证期限为2018-12-26，目前因逾期1年已被注销，您可在2021-12-26前办理恢复驾驶资格业务。 C2
4 赵啟名 2018-12-03 您的驾驶证(370112*7414)换证期限为2018-12-03，目前因逾期1年已被注销，您可在2021-12-03前办理恢复驾驶资格业务。 C1E
5 张宏 2018-12-26 您的驾驶证(371202*7417)换证期限为2018-12-26，目前因逾期1年已被注销，您可在2021-12-26前办理恢复驾驶资格业务。 C1

档案编号 姓名 准驾车型
370101717410 赵金萍 C1
370101622449 吴兴凯 C1
370101073360 王海军 B1B2
370101846716 扈秋利 C1
370103296534 侯纺磊 C1
371236265079 贾士博 C1
370103436335 宋青玉 C1M
370103351163 马建习 C1M
370103464577 王本顺 C1D

序号 姓名 档案编号 证芯编号 注销原因 注销时间
1 曹越军 370100091928 3720002636747 139号令第77条 2019-12-30
2 尹卫卫 370102036554 3730042548154 吊销 2020-01-04
3 候勇 370103236086 3790043554297 吊销 2020-01-07
4 顾兵 370101593794 3770031304037 吊销 2020-01-07
5 康福岩 370101909604 3720026168856 吊销 2020-01-07

济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关于机动车、驾驶证的公告告知
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

和《机动车登记规定》的规定，下列机动车和

驾驶证存在需要公告、告知事项，现予以告

知、公告。

济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二O二O年三月三十一日
备注：因版面关系只刊登了部分机动车、驾驶

证信息，其它涉及需要告知、公告的机动车和驾驶

证信息，请登录济南市公安局智慧警务民生平台

( jnga. jinan. gov. cn)广而告之栏目查看。

济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关于机动车连续2个检验周期未检验的告知

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令第124号)的规定，以下机动车已连续2个检验周期未检验，请及时进行机动车检验。机动车连续

三个检验周期限不检验的，将强制注销。特此告知

济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关于客车逾期未报废的告知

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令第124号)的规定，以下机动车已达到强制报废期限，届时请及时将机动车交于机动车回收企业

办理报废业务。特此告知。

济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关于客货车逾期检验的告知

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令第124号)的规定，以下机动车已超过规定的车辆年检日期，请及时进行机动车检验。机动车连续

三个周期不参加检验的，将强制注销。特此告知。

济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关于客货车临界检验的告知

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令第124号)的规定，机动车需按规定时间办理车辆年检业务。下列机动车即将达到检验日期，请及

时参加检验。机动车连续三个周期不参加年检的，将强制机动车注销。特此告知。

济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关于机动车逾期转入的告知

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令第124号)的规定，以下外地城市转入济南的机动车已超过办理转入业务的期限，请及时办理转

入业务。特此告知。

济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关于机动车逾期强制报废的告知

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令第124号)的规定，以下机动车目前逾期已被强制报废，请尽快办理注销业务。特此告知。

济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关于机动车逾期检验的告知

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令第124号)的规定，以下机动车已超过规定的车辆年检日期，请及时进行机动车检验。机动车连续

三个周期不参加检验的，将强制注销。特此告知。

济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关于机动车强制报废的告知

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令第124号)的规定，以下机动车已连续三个周期未办理车辆检验业务，予以强制注销。特此

告知。请机动车所有人及时将机动车交售给报废机动车回收企业，办理报废手续。

济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关于机动车临近使用年限不足1年的告知

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令第124号)的规定，以下机动车已临近使用年限不足1年。特此告知。请机动车所有人及时将

机动车交售给报废机动车回收企业，办理报废手续。

济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关于驾驶证逾期未提交身体条件证明注销的告知

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令第139号)的规定，以下驾驶证逾期未提交身体条件证明，现已达到注销的条

件，予以注销。特此告知。

济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关于70周岁以上未提交身体条件证明将被注销的告知

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令第139号)的规定，以下驾驶证已超过提交身体条件证明日期，请及时办理提交身体

条件证明业务。年满70周岁以上驾驶人员若超过一年以上未提交身体条件证明的，将予以注销驾证。特此告知。

济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关于AB驾驶证免予审验的告知

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令第139号)的规定，以下驾驶证现已达到免予审验的条件，无需审验。特此告知。

济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关于驾驶证注销最高准驾车型的告知

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令第139号)的规定，以下持有大型客车、牵引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驾驶

证的驾驶人，于一个记分周期内记满十二分的，注销其最高准驾车型。特此告知。

济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关于AB类驾驶证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死亡，承担同等以上责任，未构成犯罪的注销最高准驾车型的告知

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令第123号)的规定，以下驾驶证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死亡，承担同等以上责任，未构

成犯罪，现已达到注销最高准驾车型的条件，予以注销。特此告知。

济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关于驾驶证实习期限延长一年的告知

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令第139号)的规定，以下AB类驾驶证在一年实习期内记6分以上但未达到12分的，

实习期限延长一年。特此告知。

济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关于驾驶证目前记满9分的告知

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令第139号)的规定，以下AB类驾驶证在一年实习期内记9分及以上但未达到12分

的，如达12分将注销实习的准驾车型驾驶资格。特此告知。

济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关于机动车驾驶人在实习期内有记满12分记录的，注销其实习的准驾车型的告知

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令第139号)的规定，以下驾证因机动车驾驶人在实习期内已记满12分记录，予以

注销其实习的准驾车型。特此告知。

济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关于驾驶证记分超过12分的告知

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令第139号)的规定，以下驾驶证记分已满十二分及以上，需于十五日内到所在县

级车管所参加满分学习考试，拒不参加学习考试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公告其驾驶证停止使用。特此告知。

济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关于实习期结束三十日教育考试的告知

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令第139号)的规定，以下驾驶证实习期已结束，请在本通知后30日内参加教育考试。特此告知。

济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关于驾驶证逾期未审验的告知

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令第139号)的规定，以下驾驶证已超过审验日期，请及时参加审验。特此告知。

济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关于驾证将逾期一年以上未换证注销的告知

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令第139号)的规定，以下驾驶证目前将逾期1年被注销。特此告知。

济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关于机动车驾驶证逾期未换证的告知

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令第139号)的规定，以下驾证需按时办理周期换证业务，现已超过有效期不足一

年，请及时办理周期换证业务，超过换证期限一年以上的，驾驶证将被注销。特此告知。

关于驾驶证旧证未收回作废的公告

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令第139号)，以下驾驶证已办理驾驶证换证业务，新证已颁发，但未交回旧

证，特此公告作废。

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令第124号)的规定，以下机动车办理了注销登记，但机动车所有人未交回机动车登记证书或

者号牌或者行驶证作废，现公告其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号牌、行驶证作废。

关于机动车驾驶证停止使用的公告

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

139号令)第六十八条的规定，以下驾驶人的驾驶证已

记满12分，但驾驶未参加学习，也未接受考试，特公

告其机动车驾驶证停止使用。

济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关于驾驶证逾期未换证注销的告知

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令第139号)的规定，以下驾驶证因逾期换证已超过1年，予以注销。特此告知。

关于机动车驾驶证作废的公告

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令第139号)第七十

七条之规定，以及公安部公通字[2012]35号文件要求，驾驶人的机动车

驾驶证有依法被吊销或者驾驶许可依法被撤销的，或者逾期不申请注

销的公安部驾驶证管理系统自动予以注销等规定情形的，现对下列未

收回的驾驶人的驾驶证公告作废。

济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0年01月31日

公告驾驶证作废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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