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到喜欢的号挂网上

赶紧到车管所挂牌

24日上午10点，泰安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满庄车管所业务大
厅里，前来办理选号业务的市民
按照号码依次办理业务。“昨天
在网上一看，我们喜欢的号牌还
在，今天赶紧来挂牌子了。”市民
赵先生说，他4月初买的新车，买
了保险挂了临时牌照之后，就从
网上开始选号。“我对象名字里
有萌，我名字里有桐，我俩2月23

日认识的，最后选了MT223这个
号牌。”赵先生说。

泰安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满
庄车管所民警介绍，目前泰安老
百姓挂牌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
在业务窗口直接办理的“3 0选
1”。工作人员说，市民开车到满
庄车管所进行外观检测完后，取
得流水号，每个流水号仅有一次
选号机会。

第二种是拿到流水号后，市
民要到满庄车管所业务大厅，大
厅一块大屏幕背后有一个机动
车自选号码区，6台机器供车主
使用。记者发现，车主点击屏幕
进入“自编选号查询系统”，随便
输入字母和数字组合的号牌，系
统会出现相同或相似车牌号供
选择。同一辆车24小时内可以使
用该查询系统4次，4次还没选定
号牌的，需24小时后再进行选号

查询。
第三种选号方式是互联网

选号。市民登录泰安市交警支队
网上车管所，从预选号牌里输入
自己的身份证号和车辆识别代
码，自编预选号码选择字母和数
字组合，系统也给出了30个备选
项，帮助选择中意车牌。而如果
该号牌没被使用，可以直接确
定。

最多900个号码选1

总能选到您所想

据了解，自编预选号牌的号
牌资源编排规则为：鲁J后字母
数字组合。编排规则中字母不包
含“O”、“I”。使用网上选号系统
预选号牌成功后，需在三个工作
日内(节假日除外)到就近车辆管
理所办理相关业务并选定号牌，
逾期视为自动放弃所选号牌，时
间以该系统记录时间为准。

同一辆车在一天内只能使
用该系统查询三次号牌资源，三
次后还未选定号牌则达到当天
的预选次数，24小时后才可再次
进行查询。同一辆车允许使用该
系统查询号牌资源累计次数为
30次。超过30次仍未预选号牌成
功的，将不能再使用该系统进行
查询。请到就近车管所业务大厅
选号机选取您满意的号牌。同一
辆车使用该系统只有一次预选
号牌机会，一次预选号牌成功后

逾期未到车管所选定号牌的，将
不能再使用该系统。请到就近车
管所业务大厅选号机，选取您满
意的号牌。

互联网选号系统同一辆车
在一天内使用3次，累计最多为
30次。超过30次仍未预选号牌成
功的，将不能再使用该系统进行
查询。以此计算，登录互联网选
号，最多有接近900个号码可供
选择。

多为字母与数字组合

纯数字号牌已少见

2 4日，在泰安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满庄车管所业务大厅
里，记者看到，市民挂的牌子多
为字母和数字的组合，半个多
小时里，没见到一块纯数字的
牌照。泰安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满庄车管所民警介绍，目前二

种选择号牌的方式，选出来的
绝大多数号牌是字母和数字组
合的车牌号，有1个字母+4个数
字、1个数字 + 1个字母 + 3个数
字、2个字母+3个数字、4个数字
+1个字母等组合。

“3月份选号系统升级以后
的第一天，系统里80多个全数字
号牌，开放一个多小时后有50多
个被选走。”工作人员介绍，目前
号码库中还有几十万个号码，全
数字在其中仅仅是几万分之一，
选到的概率很低。

此外，从3月份选号系统升
级后，所有车牌都不带“4”，目
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方便市民
选到满意车牌。同时，为了打击

“车虫子”，严禁互联网非法占
号，凡互联网预选号牌3日内不
确认，相应车辆不得再使用互
联网选号，只能使用电脑随机
选号。

自选车号牌，三种方式都挺方便

网网上上选选号号 到到车车管管所所直直接接挂挂牌牌

从3月24日开始，泰安市
机动车挂牌所有号段全面开
放，除出租车以字母“T”开
头和运钞车以字母“YC”开
头外，不设任何“专用号段”
和“保留号段”，电脑随机选
号升级为“30选1”。所有回收
号牌满6个月后全部进入备
选库，由系统随机递补进入
互联网选号池，交警不提前
预留回收号牌。新启用号段
号牌开放，全部投入选号池，
绝不提前预留。

泰安自选车牌号
不设预留号段

相关链接

从今年3月份开始，泰安市机动车挂牌电脑随机选号由“10
选1”升级为“30选1”，挑到好号的几率变大。市民每天可登录泰
安市网上车管所，在预选号牌中，输入身份证号和车辆识别代
码选号，每天有三次选择机会，24小时后才可再次进行查询。

本报记者 王世腾

▲系统升级首日，市民
“包围”选号机。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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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选号

城城区区车车驾驾管管业业务务服服务务站站点点一一览览
市民可就近办业务

泰城居民可就近到下列地
点办理相关车驾管业务：

一级服务站

(1)直属一大队灌庄社区交
通管理服务站【图中 5】(地址：
南外环灌庄社区服务中心 ) ( 2 )

泰安市交通安全学校城区中心
站【图中 1】(地址：东岳大街东
段原消防支队东邻 ) ( 3 )直属三
大队交通管理服务站【图中4】
(地址：泰山大街高铁站路口南
5 0米路西 ) ( 4 )直属四大队高新
区交通管理服务站【图中 1 3】
(地址：南开发区北天门大街，
洪沟驾校西邻 ) ( 5 )直属五大队
景区交通管理服务站【图中6】
(地址：环山路新岳宾馆院内(泰
前办事处西邻))

可办理的车驾管业务：

( 1 )受理国产9座以下载客
汽车、摩托车、低速货车的注
册、转移、变更、抵押 (解除抵
押)、注销等登记业务。

( 2 )补 (换 )领机动车号牌、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标
志、申领临时号牌等机动车业
务。

( 3 )补换驾驶证、延期审验
换证、注销驾驶证、提交身体条
件证明、受理记满1 2分学习报
名手续等驾驶证业务。

( 4 )车辆、驾驶证信息变更
业务等综合业务。

(5)法律法规要求开展的其
他业务。

二级服务站

(1)泰山国际汽车城机动车
登记服务站【图中 8】(地址：泰

东路高铁立交桥南100米) (2)北
方车辆机动车登记服务站【图
中9】(地址：岱岳区公安局南邻)
(3)高新区华君机动车登记服务
站【图中1 0】(地址：1 0 4国道高
铁立交桥北200米路东) (4)南外
环机动车登记服务站【图中11】
(地址：温泉路南头汽车城，联
系电话：8212028 ) ( 5 )东部新区
机动车登记服务站【图中 1 4】
(地址：泰山区泰前大街东首 )
(6)泰山国际汽车城玮垒机动车
登记服务站【图中 1 7】(泰安市
泰东路泰山国际汽车城长城4s

店院内 )【图中7】(地址：大津口
乡农村信用社斜对过)

可办理的车驾管业务：
( 1 )机动车所有人住址、联

系方式变化的变更备案；
( 2 )补换机动车牌证、驾驶

证，提交身体条件证明等代办
业务；

( 3 )开展业务咨询、信息告
知提醒等服务；

(4)根据上级要求和工作需
要增加的其他车驾管业务。

自助服务站

(1)市政府【图中18】(地址：
东岳大街市政文化广场北)(2)市
中级人民法院【图中19】(地址：
望岳东路8号)(3)市公安局【图中
20】(地址：东岳大街2号)(4)泰山
区公安分局【图中】21(地址：岱
道庵路158号) (5)岱岳区公安分
局【图中22】(地址：泰山大街西
首)(6)花园社区【图中15】(地址：
东湖路261号)(7)嘉德社区【图中
23】(地址：泰前街道)

可办理的车驾管理业务：

(1)远程申办以下机动车业
务：补领机动车号牌、换领机动
车号牌、补领机动车行驶证 (仅
限小型载客汽车 )、换领机动车
行驶证(仅限小型载客汽车)、补
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换领
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变更联
系方式 (变更邮寄地址、邮编、
电话)；

(2)远程申办一下驾驶证业
务有：补领驾驶证、自愿降级驾
驶证、证件损毁换证、变更备案
(变更联系住所、邮编、电话 )、
取消延期年度体检、取消延期
期满换证；

( 3 )机动车、驾驶证信息查
询：机动车信息查询、驾驶人信
息查询、车辆违法信息查询、驾
驶人违法记分查询、安全驾驶
信用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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