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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泰来 田汝晔

有的点位业务量
增加了两倍

不到9点，济南市经四纬二
路口就已经人头攒动。路口西北
角，是市中交警大队一中队长期
设置的一个电动车挂牌点。8月
30日上午，这里一片繁忙景象。

“同志，我这个车买了很多
年了，合格证发票找不到了，能
挂牌吗？”“我家有一辆车已经
挂牌，还有一辆还能挂牌吗？一
个身份证挂几辆车有限制吗？”
现场，有20多辆电动车在排队
等候挂牌，不少车主趁着民警
忙碌查验的间隙进行咨询。

“这个挂牌点最近几天挂
牌的明显多了，我们还没来，就
有市民提前过来排队。”市中交
警大队一中队民警张兆孟介绍
说，这个挂牌点8月份之前平均
每天挂牌80到90辆，进入8月
份，业务量明显增多，最近几天
每天挂牌车辆都在300辆左右，
比之前增加了两倍多。

进入7月份，为了敦促车主
及时挂牌，济南交警开始路面执
勤劝导，在执勤过程中发现尚未
挂牌的电动车会拦下车主，提醒
其及时挂牌。阳光新路卧龙路路
口就有一个类似的劝导点。市中
交警大队民警解旺介绍，每天上
午7点半至9点半，下午5点至7
点，他们都会在这里劝导并现场
办公提供电动车挂牌服务。8月
15日以来，他们这里的业务量明
显增加，基本上每天都要办理电
动车挂牌70辆左右。

这个挂牌点的情形是全市
绝大多数挂牌点的缩影，集中
挂牌截止日期临近，全市多数
挂牌点迎来了业务高峰。

已经连续五六天
24小时无间歇审核

根据相关政策，此次二轮
电动自行车挂牌分为两种情
况，一种悬挂绿色长期号牌能
够长期使用，一种只能申领白
色临时号牌，只能在三年过渡
期使用。根据交管部门估算，济
南市的电动车保有量大约是
300万辆，其中悬挂临时号牌的
老旧电动车占多数。为了方便
市民挂牌，济南交警与中国邮
政济南分公司合作，开发了电
动车临时号牌审核系统。

符合临时号牌挂牌要求的

老旧车辆可以通过“济南交警”
“济南车管”微信公众号，按照要
求提交信息、图片，如果选择车
牌邮寄到家服务，这些申请信息
就会转到邮政负责的审核系统，
工作人员负责审核，符合条件
的，次日就可以收到车牌。

进入8月下旬，不光是现场
挂牌点业务量激增，通过网络
申请临时号牌的业务量也明显
增加。中国邮政济南分公司电
动车挂牌项目组负责人徐磊介
绍，最近几天他们的业务量翻
了一番。根据省里的统一要求，
8月31日24时，电动车临时号牌
审核系统将封闭，届时，不但车
主无法再提交材料申请号牌，
工作人员也无法再进行审核。

“为了赶在这个时间点之前
将全部材料审核完毕，我们已经
连续五六天24小时无间歇审
核。”徐磊说。

电动车编码打刻点
也排起长队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在
现场发现，还有部分车主虽然到
了现场，却无法办理挂牌业务。
民警介绍，因为这些车辆动力来
源虽然是电动，但已经超出了电
动自行车的范畴，属于电动摩托
车（机动车），无法办理电动自行
车挂牌业务。这些车辆最明显的
标志是整车编码为17位，通常以
字母L或者H开头，这些车辆的
车主需要到车管部门咨询办理
摩托车号牌。

此外，还有不少老旧电动
自行车出厂时没有整车编码，
或因为车辆使用时间过长，整
车编码腐蚀、磨损等原因，无法
办理登记。对于这部分车辆，从
7月10日开始，济南交警支队车
管所联系济南邮政、浦发银行
采购了打码机，在市区内设置3
个电动自行车无整车编码打刻
点，为群众提供整车编码打刻
服务。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了解到，无编码电动车挂牌，需
要车主携带身份证明、发票、合
格证（如发票、合格证丢失，可以
现场填写《电动自行车来历承诺
书》），先行到辖区大队指定地点
核验车辆，领取《准予打刻整车
编码委托书》后，再到打刻点申
请打刻业务，此项业务开办前
期，由于政策知晓度不高，前来
办理业务的市民并不多。

但是，随着集中挂牌截止
日期临近，打刻点也变得忙碌
起来。8月30日，在天桥区历黄

路7号大明湖站广场东北角邮
政速递院内，电动自行车登记
邮政打刻服务点，记者发现这
里竟然也排起了长队。

“这里不仅能打刻编码，也
能现场为车主办理绿色号牌和
临时号牌的申请业务。”电动自
行车登记邮政打刻服务点负责
人刘旭晨介绍，近日，这里的业
务量也出现猛增，每天办理打
刻编码、挂牌业务大约200笔。

需要提醒的是，无编码电动
车的打码业务也跟集中挂牌保持
同步，9月1日也将停止该项业务
办理，提醒车主尽快办理。

济南市467处挂牌点
全负荷提供挂牌服务

为了在截止日期前完成电
动车挂牌工作，济南交警部门不
断开拓挂牌渠道。从7月下旬开
始，济南市的派出所也加入了电
动车挂牌服务大军，槐荫、天桥
等区20多个派出所都可以挂牌。
而在去年12月底，历下交警就发
动街道办、社区、村居参与挂牌
业务，全区119个社区全部可以
提供电动自行车挂牌服务。

去年8月，电动车挂牌在历
城试点时，济南交警部门就与济
南邮政公司成立联合工作小组，
受理临时号牌的网上申请业务。
到今年6月下旬，通过邮政已经
发放临时号牌57.6万个。

6月下旬，济南交警又与浦
发银行合作，浦发银行山东分行
在济南的21个网点，全部设立电
动自行车登记服务代办点。

目前，电动车挂牌进入冲
刺阶段，所有的挂牌渠道全部
保持开放运行。济南交警支队
车管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
全市有467处各类电动车挂牌
点，全部全负荷开放，为车主提
供挂牌服务。

国家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制
度 、报 废 机 动 车 回 收 更 加 便
利……即将到来的9月，又一批涉
及民生的新规开始施行。

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

修订后的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法自9月1日起施行。

法律明确国家推行生活垃圾
分类制度，确立生活垃圾分类的原
则。统筹城乡，加强农村生活垃圾
污染环境防治。规定地方可以结合
实际制定生活垃圾具体管理办法。

法律还建立建筑垃圾分类处
理、全过程管理制度，健全秸秆、废
弃农用薄膜、畜禽粪污等农业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制度，对危险废
物污染环境防治制度进行了完善。

报废机动车回收更便利

《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于9月1日起施行。细
则从资质认定和管理、监督管
理、退出机制、法律责任等方面
进行了明确规定，车主处理报废
汽车有望更加便利。

与以往的回收“论斤卖”相
比，细则确认允许将具有循环利
用价值的报废机动车“五大总成”
出售给具有再制造能力的企业，
经再制造后予以再利用。

八类药品不再纳入医保

根据9月1日起施行的《基本
医疗保险用药管理暂行办法》，八
类药品不再纳入《基本医疗保险
药品目录》。

这八类药品为：主要起滋补作
用的药品；含国家珍贵、濒危野生
动植物药材的药品；保健药品；预
防性疫苗和避孕药品；主要起增强
性功能、治疗脱发、减肥、美容、戒
烟、戒酒等作用的药品；因被纳入
诊疗项目等原因，无法单独收费的
药品；酒制剂、茶制剂，各类果味制
剂（特别情况下的儿童用药除外），
口腔含服剂和口服泡腾剂（特别规
定情形的除外）等；其他不符合基
本医疗保险用药规定的药品。

测谎结果不属合法证据

根据最高法9月1日起施行的
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
定审查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测
谎结果不属于民诉法规定的合法
证据形式。

新规明确，人民法院将严格
审查拟鉴定事项是否属于查明案
件事实的专门性问题，对于通过
生活常识、经验法则可以推定的
事实，应当由当事人举证的非专
门性问题，测谎等情形，人民法院
不予委托鉴定。 据新华社

大连市8月30日上午召开疫
情防控新闻发布会，宣布“7·22”
疫情结束，所有本地确诊病例和
无症状感染者全部出院，实现了

“双清零”。
大连市政府副市长温雪琼在

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大连“7·22”疫
情累计报告本地新冠肺炎病毒阳
性感染者118例，其中，本地确诊病
例92例，本地无症状感染者26例。
截至8月29日，所有本地确诊病例
和无症状感染者全部出院，实现了

“双清零”。“全市已经过两个14天
的潜伏期连续28天无新增社区确
诊病例，标志着我市‘7·22’疫情结
束。”温雪琼说。 据央广网

电动车挂牌进入最后冲刺
全省多地迎高峰，有审核点甚至24小时忙碌

这些涉民生新规
9月起施行

大连市宣布
“7·22”疫情结束

电动车挂牌进入最后的
冲刺阶段。8月30日，齐鲁晚报·
齐鲁壹点记者在中国邮政济
南分公司电动车临时号牌申
请审核点、无编码电动车打刻
点、各主要挂牌点走访发现，
前来挂牌的车主明显增多，不
少点位业务量翻番。与此同
时，通过网络申请临时号牌的
车主也在增多。

为了赶在8月31日24时系
统关闭前将所有申请材料审
核完毕，济南邮政加派人手，
连续多日24小时不间断进行审
核。济南市467处电动车挂牌点
也全负荷“营业”。

按照省公安厅的统一部
署，自9月1日起，全省将开展电
动自行车未按规定悬挂号牌专
项整治行动，未挂牌的电动车
将无法上路。不按规定悬挂号
牌上路的车辆，被查处将面临20
元罚款。因此，不光是济南这几
天挂牌量翻番，全省其他地方，
电动车挂牌也迎来高潮。

在聊城，连日来全市交警
强力开展专项整治。东昌府交
警持续强力推进登记挂牌工
作，展开“拉网式”排查整治行
动。在聊城开发区，交警部门
联合执法局、小区物业对未挂
牌的电动自行车集中开展清
理整治。

在淄博，为了实现电动自
行车免费登记挂牌就近办、上
门办、马上办，交警部门采用
定点挂牌、上门挂牌、流动挂
牌、加班加点、周末不休等方
式，在最后冲刺阶段，张店、临
淄、高青交警组建流动挂牌服
务小分队进企业、社区、商场、
集市、主要路口等电动自行车
密集区域开展电动自行车免
费登记挂牌服务。此外，为了
方便部分群众完成挂牌，周
村、淄川、桓台交警推出了夜
间挂牌服务。

济宁交警部门也使出了
浑身解数，广布登记服务网
点，进小区、进村庄、进楼宇提
供上门挂牌、流动挂牌，工作
日开启“错时、延时、加时”和
节假日“轮休、调休、无休”服
务，截至目前全市共挂牌200余
万辆，挂牌率达97%。 综合

截止日期临近

有地方推夜间服务

在济南市的一些电动车挂

牌点，前来挂牌的市民排起长队。

葛相关链接

济南历黄路邮政电动车编码打刻点，工作人员正在给无编码电动车打刻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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