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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青岛岛籍籍””私私家家车车六六年年内内免免环环检检
是全省第一个，车主可在挂牌或环检时免费领“绿标”

本报青岛10月26日讯（记者
吕璐 通讯员 孙俊杰） 26

日，青岛市环境保护局下发通
知，“青岛籍”私家车六年之内无
需再上线环检，直接核发环保标
志，标志可在市内任何一个机动
车排气检测站免费领取。通知自
下发之日起实施。

26日，青岛市环保局正式发
布《关于非营运轿车等六年内免
检车辆核发环保检验合格标志
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规定，对
在本市注册登记的6年以内非营
运轿车等车辆免于环保上线检
测，直接核发环保标志。享受免

检政策的车辆必须是在青岛市
注册登记、六年以内的非营运轿
车。免检车型包括非营运轿车和
其他小型、微型载客汽车（面包
车、7座及7座以上车辆除外）。

对于新注册登记的汽车，将
直接按照环保部规定中确定的
有效期限核发环保标志，车主在
新车挂牌时可直接领取。已取得
环保标志的属于免检范围的在
用汽车，车主在环保标志有效期
届满时，可携带机动车行驶证、
车辆登记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和上次申领的环保标志副本等
材料领取。青岛市所有机动车排

气检测站设立免检车辆环保标
志核发点，环保标志核发工作不
收取任何费用。

从时间上来看，2014年9月1
日后新注册的汽车6年以内免于
环保上线检测，直接核发环保标
志—“绿标”。免检政策也不是

“新车”特权，注册登记日期在
2012年9月1日（含）之后的“老
车”，可享受2次免检；注册登记
日期2010年9月1日至2012年8月
31日的，可享受1次免检；2010年
8月31日（含）以前注册的不享受
免检。

“存在环保违法行为车辆仍

按规定期限检验。”青岛市环境
监察支队机动车处副处长王延
进介绍，有4种不符合免检条件
的情况，一是在免检期内发生造
成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或者尾
气检测超标、冒黑烟等未进行整
改的；二是自车辆出厂之日起，
超过4年未办理注册登记手续
的；三是车辆注册登记日期在
2010年8月31日以前的；四是环
保标志有效期在2014年9月1日
前，尚未进行环保检验的。

“机动车安检和环检，6年内
新车都是每两年一检，即使符合

‘免检’的条件，车主还是需要每

两年领取一次环保标志，并按规
定粘贴。”王延进说，环检新规即
日起正式实施，也是省内唯一实
施此政策的地市。

记者获悉，其实“青岛籍”新
私家车免检已经非正式实施近
两月。9月1日起新安检政策实
施，全国非营运轿车6年内免安
检。私家车车主对环检和安检

“接轨”的呼声很高。青岛市环保
局早已计划环检同步免检，此
前，环保部门曾和各检测机构沟
通，9月1日后登记注册的新车，
只要不出青岛地区，可自愿参与
环检的检测。

近些年，时有车主抱怨车辆环检结果的浮动性较大，试车
员使劲踩油门，车辆可能就过不了环检，少用力就可顺利过关。
免环检之后对车主的利益是实实在在的。而作为环检机构，则
表示收益短期会较少。

目前青岛市环检机构为社会
运营，环保部门监管，新政试行后
是否会对环检机构造成影响？

26日，元顺四方机动车检测站
站长郭志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预计环检免检后，短期内营业收
入会受到影响，月收入环比将减少
20%左右。”

元顺四方机动车检测站是青
岛市目前最大的机动车安全性能
检测、尾气排放检测一站式检测
站，目前该站一个月大约环检车辆
一千六百辆，其中两成为新政免检
范围内的新车。不过他说，在9月实
施新车免安检政策以来，虽然短期
内营业收入也受到了影响，但预计
几年后，随着汽车保有量增加，新
政对收入的影响也会逐渐淡化。

郭志强预计，在新政实施后，
可能会出现环检办理人流高峰。过

去车主参加环检，如果一个站上排
队检车的较多，会平均到其他站
上。新政实行后，可能会出现一个
人拿着多辆车的手续来领取标志
的情况，他也打算多开几个办理窗
口，提高领标效率。

据悉，一周前青岛市环保部
门曾和24家检测机构开过座谈
会，环保部门介绍了新政即将试
行的消息，并对检测机构进行了
前期培训，提前为机构安装相关
软件、调配人员。

“虽然短期内环检机构收入
会减少，不过运营成本也随之减
少了。”青岛市环保局监察支队机
动车处副处长王延进介绍，环检
标志的制作费用由市财政提供，
对于环检机构来说，一部分车辆
实行免检后，环检机构也将减少
人力和物力等方面的消耗。

“新车六年内安检、环检都免
了，不仅省了去检测站排队的时
间，还省了检测的钱。”家住青岛
市北区的车主田女士说，她的车
属于6年内私家车，过去每次检车
排队要等很久，车辆也没有检出
过问题。她说，免环检与免安检同
步，减少了办理时间和流程，今后
会便利很多。

另一位车主曹先生也对新车
环检免检政策拍手叫好，他认为现
在新车质量都过关，车主们普遍爱
护自己的车，新车几年内查出问题
的可能性很小。采访中，很多车主
还认为，车的安全性能和尾气排放
指标应该由厂家负责，监管部门只
要从源头上把好关，安检环检自然

就可以免了。
王延进介绍，过去新车安检

和环检均为两年一次，安检的费
用为100元，环检的费用为60元。
免检同步后，相当于每次检测时
为车主节省了160元。

王延进说，车主购买新车
后，若定期保养，并到正规加油
站加油，6年内车况依旧很好，
基 本 不 会 出 现 尾 气 超 标 的 情
况。极少数车辆保养不好，或者
油质不好，可能会出现尾气超
标的情况，环保部门将通过一
些执法手段对这部分车辆进行
查处，例如定期到车辆停放地
进行抽测、和交警部门联合执
法、上路查黑烟车等。

免环检安检，每次省160元

本报记者 吕璐

车检站：预计短期收入减两成

车主：省了排队时间，还省了钱

六年之后，环检通过率或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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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很多车主质疑车辆安
检和环检中存在猫腻，例如检测机
构会不会为了多赚钱，对于没有问
题的车辆谎称有问题，让车主再多
花修车钱？为什么给中介几百块钱
就能保证车辆顺利通过检测？检测
机构会不会和维修企业或非法中
介勾结？

近年来，为了保证环检机构的
公正性，青岛环保部门也采取了一
系列举措，包括和检测机构签订诚
信守则书、给检测机构安装实时监
控等，杜绝检测中操作不规范和弄

虚作假的情况。当然，安检和环检
新政同步实施后，无疑能让车主们
更放心。不过，环检新政让人担心
车检机构会不会使未来上线检测
的各类项目更加严格，导致车辆通
过率更低，这需要环保部门加强监
管，预防此类行为的发生。

另外，为了环境考虑，防止有
免检车辆存在尾气超标的情况，污
染环境，还是希望环保部门多采取
路查等方式，防治环保不达标的

“漏网之鱼”上路。
本报记者 吕璐

“绿标”核发点

1 .青岛雅宝机动车检测
电话：83829166
2 .青岛中汇机动车检测
电话：88735189
3 .青岛中青机动车检测
电话：85613767
4 .青岛世泰机动车检测
电话：84867111
5 .青岛瑞琩陆机动车检测
电话：83751666
6 .青岛市元顺机动车排气检测
电话：87061638，84888066
7 .青岛中利特机动车检测
电话: 87663333
8 .青岛君泰机动车检测
电话：87051793
9 .青岛国鑫环保
电话：87858788
10 .青岛福起机动车检测
电话：87918222
11 .青岛高新腾达车辆综合管理
电话：87829888转8008
12 .青岛驾友机动车检测
电话：86817366
13 .青岛顺泽汽车综合性能检测
电话：86916788
14 .青岛国鑫环保
电话：68959925
15 .青岛正发机动车排气检测
电话：66091666
16 .青岛顺驰机动车检测
电话：85270026
17 .青岛顺程机动车检测
电话：82296538
18 .青岛祥合环保
电话：86619866，89055678
19 .青岛新东方机动车检测
电话：88397778
20 .青岛鑫达机动车尾气检测
电话：84356166
21 .青岛天桥机动车检测
电话：88358800
22 .青岛鑫强机动车尾气检测
电话：88408998
23 .青岛检通达机动车检测
电话：88725612
24 .青岛新东方机动车检测
电话：83397866

山西、南京、扬州、杭州已免环检

5月16日，公安部、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发布了
《关于加强和改进机动车检验工作的意见》，明确
自2014年9月1日起，试行非运营轿车6年内免安检。

6月30日，山西交警网发布消息，自9月1日
起，车主在享受新车六年免检政策的同时，还
能够享受到新车六年内免于环保检验的新政
策。

今年9月1日起，南京、扬州等地开始新车免
安检与环保“绿标”同步发放的政策。

9月下旬，杭州也开始实行机动车尾气检测
六年免检。

山东或将延长环检周期

此前，省环保厅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4月
省厅曾会同有关部门进行调研，发现环检和安
检情况不同，国内机动车环检起步晚，山东省
先期建设的一批环检线设备不统一，部分环检
线建设不规范，管理经验欠缺，宏观决策缺乏
数据支撑。目前山东暂时还没有机动车免环检
的计划，合理的周期调整需要在理顺各地环检
市场和监督机制之后进行。

但该负责人表示，调研中也发现新购非营
运机动车（注册登记6年以内）环检达标率较高，
每2年检测一次周期偏短，应当合理调整。

记者了解到，10月济南新增两家机动车环
检机构，分别为济南三安汽车检测服务有限公
司和济南方通汽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目前均
已投入试运行。济南现有19家环检机构，其中3

家暂停或停线。

环保部正在制定免环检细则

青岛环保部门有关工作人员称，青岛的新
车环检免检新政出台前，环保局曾请示过山东
省环保厅和国家环保部，咨询是否将下发相关
政策。最终了解到，新政策正在制定和出台过
程中，还没有签发。

所以，青岛也像国内其他城市一样，率先
开展了环检免检政策试行，待国家环保部相关
操作细则出台后，青岛也将依据环保部的细则
对目前的政策进一步规范。新车免安检与环检

“绿标”同步发放是便民举措，也是全国的大方
向。 本报记者 廖雯颖 吕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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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在为一辆私家车进行环检。 本报记者 吕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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