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3壹读
2020年10月23日 星期五 编辑：赵丽萍 美编：陈华 组版：颜莉

聚焦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私家车十年内只需上线两次
公安部再推12项交管新措施，70岁以上也能考驾照了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泰来

摩托车本不再限地域

梳理12项新举措，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记者发现其中有
两条都跟摩托车相关。其一是
推行摩托车驾驶证全国“一证
通考”。这就意味着，新举措生
效后，再申请摩托车驾驶证就
不用受地域限制，凭身份证即
可在全国范围内任一地点申
请。而按照目前的政策，在户
籍地之外申请摩托车驾驶证
除了身份证之外，还需要提交
居住证。

其二是关于摩托车转籍，
也就是俗称的迁移，把A地号
牌的摩托车转移到B地，申请
悬挂B地号牌。按照目前的政
策，需要车主在AB两地之间
的车管所奔走验车、提取档案
等。此次的新举措明确推行摩
托车转籍信息网上转递，申请
人可以直接到迁入地车辆管
理所申请办理，无需再回迁出
地验车、提取纸质档案，减少
面对面接触式办理，减少群众
两地间往返。也就是说，再办
理转籍业务，只需要到迁入地
车管所提交申请，办理验车即
可，省去了去迁出地车管所提
取档案的步骤。

12项举措两项都事关摩
托车，这背后是近几年来摩托
车热的再度兴起。就在新规发
布之前，20日，公安部交通管
理局发布权威数据，前三季
度，在汽车保有量增速明显放
缓的情况下，摩托车保持了强
劲的增长势头。前三季度，全国
新注册登记摩托车262万辆，同
比增加了 9 9 . 4万辆，增长
61 . 13%。与此同时，考摩托车
证的人数也在激增。在济南，齐
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注意到，
大约从2018年起，摩托车驾驶
证考试开始回温，不少驾校重
新增加了摩托车驾驶证培训
项目。目前，济南的摩托车驾
照考试基本处于全年无淡季
的状态，5月至9月热度更高，
想考证只能排队等候。

7-9座私家车纳入免检

近年来，我国机动车和驾
驶人保有量激增。截至9月底，
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3 . 65
亿辆，驾驶人达4 . 5亿人。为
此，公安部不断推出便利机动
车检验的改革措施。随着汽车
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汽车产
品质量不断提升，车辆保养维
修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群众
对进一步放宽私家车检验的
呼声较高。

此次发布的12项新举措
对审车年限也有所涉及，对
六年内免予上线检测车辆
的范围和周期都做出了更
加人性化的调整。首先是扩
大了私家车的免检范围。在
实行6年以内非营运6座以
下小微型客车免检基础上，
将6年以内的7-9座非营运小
微型客车（面包车除外）纳入
免检范围。

应当说，随着二孩的放开
以及人们出游需求的增加，越
野车、七座车越来越受消费者
青睐。此次新规将此类车辆纳
入六年免检范围也是对这一
情况的呼应。

新规实施后，6年以内的
7 - 9 座非营运 小 微 型 客 车
（面包车除外）每两年需要
定期检验，车主无需再上线检
测，提供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
险凭证、车船税纳税或者免税
证明后，就可以直接向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领取检
验标志，无需到检验机构进行
安全技术检验。这对不少购置6
座以上SUV车型的家庭来说
可谓实打实的红利。

此外，新规还对检验周期
进行了进一步优化。对超过6
年不满10年的非营运小微型
客车（面包车除外），检验周期
由每年检验1次放宽至每两年
检验1次。也就是说，非营运的
小微型客车，在6至10年无需
每年上线检测，只需每两年检
测一次。实际上10年以内的私
家车只需上线检测两次，分别
是第6年、第8年。对10年以上
的私家车，仍然按照原规定的
检验周期执行，即10-15年
的，每年检验一次，15年以上
的，每半年检验一次。

考驾照取消年龄上限

重阳节来临之际，公安部
交管局给老年人送了一份大
礼。在此次发布的12项新举措
中，其中一项就明确取消了申
请小型汽车驾驶证的年龄限
制。从今以后，老年人申请小
型汽车驾驶证不再受年龄限
制，只要身体条件符合要求，
70岁、80岁也同样可以申请考
取相应驾驶证。

应当说，对于申请驾照年
龄限制的放宽是适应老龄化
社会发展的要求。随着社会经
济的发展、医疗、保健水平提
升，我国人民的平均寿命、健
康状态明显提升，老年人具备
驾车的身体条件，也有驾车需
求，适度放宽学车年龄限制堪
称人性之举。

根据新举措，申请小型汽
车、小型自动挡汽车、轻便摩
托车驾驶证取消70周岁的年
龄上限。为了保证驾驶安全，
新规也同时明确对70周岁以
上人员考领驾驶证的，增加记
忆力、判断力、反应力等能力
测试，保证身体条件符合安全
驾驶要求。

与此同时，新举措还优化
了大中型客货车驾驶证申请
条件，申请大型客车、牵引车
驾驶证的年龄下限由26周岁、
24周岁降低至22周岁，申请大
中型客货车驾驶证年龄上限
由50周岁调整至60周岁。同
时，缩短增驾时间间隔，对无
相应记分周期满分记录申请
大型客车驾驶证的，由取得大
型货车驾驶证至少5年缩短至
3年；申请牵引车和中型客车
驾驶证的，由取得大型货车驾
驶证至少3年缩短至2年，进一
步满足群众生产生活和客货
运输企业需求。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评论员 王建伟

公安部12项优化营商环境新措施中提
到，放宽小型汽车驾驶证申请年龄，为更好
适应老龄化社会发展的新需求，取消申请
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轻便摩托车驾
驶证70周岁的年龄上限。此项驾考新政一
经公布，迅速引起热议。

正如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副局长刘宇鹏
介绍，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条件持续改善，国民
身体素质明显增强，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
而放宽小型汽车驾驶证申请年龄，能更好适
应老龄化社会发展的新需求，让更多符合各
项条件的老人也能享受开车的乐趣和便利。

不过，毋庸讳言，随着年龄的不断增
长，很多人的身体机能会慢慢衰退，很多能
力，包括记忆力、判断力、反应力都会明显
下降。而毫无疑问，如果这些身体机能出了
问题，在驾驶车辆时就会产生极大的安全
隐患。正因如此，此次驾考新政特别指出，
对70周岁以上人员考领驾驶证的，增加记
忆力、判断力、反应力等能力测试。

实际上，既便利老年人考领驾驶证，又
保证身体条件符合安全驾驶要求，也是世
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普遍做法。比如，韩国
规定超过70岁的老人须通过认知能力检
测。日本75岁以上的驾车者在更换驾照时
要进行老年痴呆症测试……

要让所有符合条件的老年人都能享受
到这项政策红利，就需要公安交管机关出
台更为精细化的管理举措。也因此，此次新
规还出台举措，对办理机动车驾驶证需要
提交身体条件证明的，体检机构由县级或
者部队团级以上医疗机构扩大到符合健康
体检资质的二级以上医院、乡镇卫生院等
医疗机构，方便群众就近体检。

不过，要想让这项新政取得良好的效果，
相关政策的落实应该严格执行。各地的交管部
门要严格执行老年人申领驾照的相关规定，既
不能设置不必要的隐形门槛，又要严格执行相
关检查。唯其如此，才能将这项善政真正惠及
老年驾驶人和每一名交通参与者身上。

谭浩俊

按照公安部推出的新举措，10年以内
的私家车检验次数少了两次，也就是第7
年、第9年不需要检验了。这对车主来说是
一个大大的利好，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新
的问题，那就是在优化检验周期，减少私家
车检验次数的同时，必须通过严格监管提
高检测的质量和效果，以免留下安全隐患，
给道路安全增加新的压力。

要知道，放管服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搞
活市场、搞活企业，就是要让企业和居民减
轻负担、减少时间浪费。反过来，就是要让
市场监管从事前审批转向事中事后监管，
从运用权力转向提供服务。如果对检测机
构的事中事后监管不能跟进，不能对检测
机构的检测行为进行有效监管，那么，新的
矛盾和问题也就不可避免。类似教训还是
很深刻的，前些年湖南某地的一辆客车，由
于没有及时检验，车辆的安全隐患没有得
到及时排除，结果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

所以，在公安交管部门放宽检验政策、
优化检验周期的同时，也需要加强对检测
机构的监管，确保检测机构的检测质量和标
准。而这，也决不是公安部门一家就能完成
的。因为，检测机构的管理、监管等，分属多个
部门，如市场监管、交通，一个方面工作不到
位，监管不前移，就有可能出现问题。只有真
正做到审批放一分、监管进三分，前道松一
松、后道紧三紧，每个职能部门都能履职到
位，才能真正把放管服工作做好。

机动车免检范围扩容，除了6座非营运小型客车，7至9座非
营运小微型客车（面包车除外）纳入六年免检范围；摩托车驾照
全国通考；小型车辆、轻便摩托车驾照申领取消年龄限制……22
日，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异地办”“便捷办”“网上办”等
三个方面12项公安交管优化营商环境新措施。

公安部推出12项便民新举措

推行摩托车驾驶证全国“—证通考”

申请人可以凭居民身份证在
全国范围内任一地申领摩托
车驾驶证。

推行摩托车转籍异地通办

车辆信息网上转递，申请
人可以直接到车辆迁入
地车辆管理所申请办理。

迁入地

试行私家车登记持身份证全省通办

在甘肃、内蒙古、陕西、湖北、安徽、
江西、福建、云南、贵州、广西、广东、
海南等12个省(区)试点推行非营运
小微型客车登记持身份证通办。

推行二手车出口临牌异地通办

对二手车出口
企业收购机动车用
于出口的，可以直接申
领临时行驶车号牌；属于异
地收购车辆的，可以在机动车登
记地直接申领临时号牌。

葛评论员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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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机动车免检范围

将对6年以内的9座以下非营运小微
型客车(面包车除外)免检，同时对非
营运小微型客车(面包车除外)超过6
年不满10年的，由每年检验1次调整
为每两年检验1次。

放宽小型汽车驾驶证申请年龄

申请小型汽车、
小型自动挡汽车、轻
便摩托车驾驶证的年
龄上限由70周岁调整为
不作限制。

优化大中型客货车驾驶证申请条件

申请大型客车、牵引车驾驶证的
年龄下限由26周岁、24周岁降低
至22周岁，申请大中型客货车驾
驶证年龄上限由50周岁调整至60
周岁。同时，缩短增驾时间间隔。

扩大体检医疗机构范围

体检医疗机构由县级或者
部队团级以上医疗机构扩大
到符合健康体检资质的二级以上
医院、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健康体检中心等医疗机构。

便利残疾人家庭共用车辆

对于持有小型自动挡汽车
驾驶证(C2)以上的人员，
可以驾驶上肢残疾人专用
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

推行道路运输企业信息查询提示

通过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
台，向道路运输企业推送交通安全风
险预警提示。提供查询本企业机动车
和驾驶人交通违法、事故等信息服务。

推行驾驶人交通安全记录网上查询

驾驶人通过“交管12123”APP可以
查询、下载近3年交通责任事故、准
驾车型变化、交通违法和记满分等
记录。

试点机动车交强险信息在线核查

在试点地区办理机动车登记、核
发检验合格标志时，网上核查机
动车交强险信息，申请人无需再
提交机动车交强险纸质凭证。

投稿邮箱：qilupinglun@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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