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日起
网约车司机
可报名考证

网约车平台
公司统一组织报名

市交委相关负责人告诉
成都商报记者，在锦江、高新、
成华等区县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前期办理网约车平台经营
许可证的基础上，经市交委与
市公安局多次研究论证、优化
流程后，联合下发了《关于印
发<成都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
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发证工
作流程（试行）>和<网络预约
出租汽车运输证发放流程（试
行）>的通知》。

要办证，如何进行报名和
申请？该负责人表示，网约车平
台公司履行管理及办证主体职
责，统一组织所属的车辆和人
员到相关的区（市）县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进行报名和申请。而
按照《成都市网络预约出租汽
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暂
行）》的规定，成都网约车驾驶
员的从业资格证件，由各平台
公司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向
驾驶员户籍或居住证所在地的
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出申
请，办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
驶员证》。

多平台注册
可选一家申请

各网约车平台公司组织
本平台符合从业条件的驾驶
员填写《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
资格证申请表》，并统一报送
驾驶员考试申请材料。那么，
在 2 家以上（含）平台公司注
册的驾驶员怎么办呢？市交委
相关负责人表示，由驾驶员选
择1家提出申请，平台公司负
责报送申请材料。

网约车驾驶员考试报名
需提交哪些申请材料？成都
商报记者了解到，这些材料
包括《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
资格证申请表》；机动车驾
驶证及复印件；身份证明及
复印件，户籍在成都市行政
区以外的还需提供“成都市
居住证”及复印件；近期彩
色免冠证件照片 1 寸和 2 寸
各 2 张。

申请材料由各平台公司
进行初审，审核合格的提交
县级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
门。由该部门将审核合格的
驾驶员信息导入系统，提出
考试申请。

考试共两门
不合格可考二轮

考试分为全国公共科目和
网约车驾驶员区域科目两门。
考试前，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将提前5日安排打印准考证。
平台公司将准考证发放到驾驶
员个人，并在考点现场组织驾
驶员按规定的考试时间和地点
参加考试。

为保证考试公平公正，县
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将指派考
核员负责本辖区网约车驾驶员
考试监考和管理；市级交通运
输行政主管部门不定期派出人
员对考点和考试工作进行监
督、抽查和巡考。

一次考试没通过怎么办？
市交委相关负责人告诉成都商
报记者，考生申请材料将退回
平台公司，待所有网约车注册
驾驶员第一轮考试结束后，根
据情况安排第二轮考试。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
员证》有效期为六年。遗失、损
毁，驾驶员或者平台公司需到
原发证的县级交通运输主管
部门申请办理证件补（换）发
手续。

成都网约车司机可以考证了，网约车辆也可以办证了。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从成都市交委获悉，市交委与市公安局
目前已联合下发文件，成都网约车规范管理和许可办证全
面启动。成都市交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即日起，网约车驾驶
员可按规定流程报名考证。

车辆需年审合格

成都商报记者从成都
市交委获悉，除了驾驶员要
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
驶员证》之外，网约车还需
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
输证》。该运输证按一车一
证和谁许可谁发放的原则，
由车籍所在地县级交通运
输行政主管部门发放。

记者了解到，《网络预
约出租汽车运输证》发放必
须符合 6 个条件：车辆具有
本市号牌，使用性质登记为

“预约出租客运”的7座及以
下乘用车；车辆排气量不小
于1.6L或1.4T，鼓励使用新
能源汽车；安装具有行驶记
录功能的车辆卫星定位装
置、应急报警装置，鼓励使
用国产的卫星导航定位系
统；按政府监管平台接入技
术要求，将车辆卫星定位装

置相关数据直接接入政府
监管平台，实现数据实时共
享；车身不得喷涂、安装巡
游出租汽车专用图案、标
识；车辆技术性能符合运营
安全相关标准要求，车辆需
年审合格，自注册登记之日
起，使用期未超过8年，行驶
里程未超过60万千米。成都
商报记者还了解到，自注册
登记之日起，网约车车辆 5
年内每年检验 1 次，超过 5
年的，每6个月检验1次。

变更为“预约出租客运”

在符合基本条件以后，
私家车想要从事网约车经
营，就得变更车辆性质。登
记或变更由机动车所有人
到车籍所在地公安交管部
门办理，且要有网约车平台
公司开具的申请。公安交管
部门在受理申请5个工作日
内，对已通过交通运输行政
主管部门审核的车辆，登记
或变更为“预约出租客运”。
办理变更不需要重新交验
车辆。

成都商报记者 严丹

有效期为六年，车辆也需办证
司机

车辆

买车买车、、用车用车，，是许多人关心的生活大事是许多人关心的生活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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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APP
可选车牌号

号码统一发放

成都将于 2017 年 9 月 18 日
起，正式启用全国统一机动车号
牌选号系统。新选号系统可实现

“统一号牌号码发放、统一号池
号牌维护管理、统一号码资源监
管”。统一号牌号码的发放，意味
着全国使用统一的选号系统，号
码资源公开向社会发放，不能预
留、指定号牌号码。

在统一号牌维护管理上，号
池全部由计算机随机投放，自动
增补，不能人工操作。在四川省
内，号牌资源由省公安厅交通管
理局负责统一监管，成都市交管
局须按规定通过选号系统，向省
交管局提出申请增设新号段，待
审核同意后，才能投入使用。

手机APP选号

新的选号系统扩宽了渠道，
可通过互联网选号（手机APP“交
管12123”、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
理平台）和公安窗口选号的方式
选号。互联网选号则提供两种选
号方式，即随机选号和自编自选，
在选号时没有时间限制，可通过
手机 APP“交管 12123”或“交通
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注册选
号，优先提供“30选1”随机选号，
若随机选号不满意，可继续自编
自选，仍有20次选择机会。

民警介绍，选号时优先通过互
联网选号，若未选到心仪号牌，可
到公安窗口进行再次选号。不过只
提供“30选1”随机选号，必须在
180秒内完成。与现行选号相比，
最大的亮点就是可以通过手机
APP“交管12123”进行车牌号预
选。车主可在APP上或公安窗口
办理个人用户注册，登录APP后
在“机动车业务”中选择“预选号
牌”，根据提示进行选号。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成都市交管局车管所获悉，从9月
18日（下周一）起，我市将正式启用全国统一机动车号牌选号
系统。新选号系统最大的亮点是可以通过手机APP“交管
12123”，在手机上进行车牌号预选，同时还可以通过交通安全
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公安窗口进行选号，市民选择号牌将更加
方便，选择也将更多，成都现有选号系统将于9月15日关闭。

四种情形进“黑名单”

民警特别提示广大车
主，若出现下列情形的，用
户将被列入“黑名单”，2 年
内 禁 止 在 互 联 网 平 台 选
号。第一，如果提供虚假信
息申报业务或使用非法程
序等入侵选号系统，将被
取消预约选号及网上选号
资格，进入“黑名单”，停止
办理一切互联网业务，同
时还将依法追究申请人的
相应法律责任。第二，车主
预选号牌成功后，应在 3 个
工 作 日 内 到 车 管 窗 口 办
理，预约号牌成功后，5 个
工作日内，未在车管窗口
完成业务办理，取消预约
号牌，进入”黑名单”，2 年
内禁止在互联网平台办理
选号业务。

第三，不如实注册或基
本信息填写有误，且未到车
管所进行修改，继续进行网
上选号的，取消预约选号，

进入“黑名单”，2 年内禁止
在互联网平台办理选号业
务。第四、持有外地身份证，
但无成都居住证，及持有成
都身份证，但户籍所在地为
外地的车主，不能办理新车
上户业务，若通过互联网选
号，将进入黑名单，两年内
禁止在互联网平台办理选
号业务。

现选号系统明日关闭

成都市交管局车管所副
所长罗跃表示，现行选号系
统将于9月15日关闭，届时
无法正常选号，直至9月18
日新选号系统上线。如果已
通过原系统预选号牌的车
主，请务必在9月15日内办
理完相关车管业务，逾期未
办理，将取消预选号牌，使用
新选号系统进行重新选号。

不过，在 9 月 16 日（周
六）上午 9 点至 12 点，成都
车管所将对新系统进行测
试，届时，有选号需求的车
主可使用新系统选号，但由
于是测试期间有可能出现
办理不顺或当日无法办结
的情况。

对于许多成都市民关
注的川 G 号牌，该负责人
透露，目前川 A 号牌还有
200 余万户的编号容量，短
期内暂没有启用川 G 号牌
的计划。

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使 用 全 国 统 一 系 统 ，现 行 系 统 明 日 关 闭亮点

注意

“交管12123”APP页面截图

18日起

最近，不少车主发现，新申领的机动车号牌有
些不一样，在号牌左上角印上了二维码和两串数字
编号。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成都市交管局车管所
了解到，这是公安部门全面应用统一的号牌生产管
理系统，对新生产的汽车牌照增设的生产序列标
识，可以起到提升查处和打击假牌假证信息化、精
准化能力，提高车辆号牌的防伪识别度的作用。目
前成都已经全面投入使用。

车管所民警介绍，生产序列标识由生产序列
号、校验码和二维条码三部分组成，每一个号牌拥
有唯一性生产序列标识。“每辆汽车都有一块专属
车牌，相当于是车辆的‘身份证’。”据悉，从2016年
9月起，成都对所有新申领机动车号牌的车辆，均发
放新型号牌，旧车牌不强制要求更换。

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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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 阴 22℃-26℃ 北风1-2级

（据成都市气象局官网）

兑彩票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联销“排列
3和排列 5”第 17249期排列 3直选中
奖号码：361；排列 5中奖号码：36185。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17107期开奖结
果：前区04 10 19 25 27，后区06 12。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
3D"第2017249期开奖结果：302。●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七乐

彩"第2017107期开奖结果：基本号码：21、05、
29、19、13、12、08，特别号码：04。
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昨日下午，一批从中国香港入境的货物，在成
都双流国际机场T2航站楼被送上C6310次高铁动
车组，前往绵阳站送往货主手中。这批货物是12日
搭乘 3U8618 航班抵达机场的，全程历时约 18 小
时。这是成都铁路局联合中铁快运、四川航空、四川
机场集团、中外运公司等多家企业，携手推出多式
联运产品后，首单“高铁+航空”跨境物流订单试运。

“空铁联运”首张跨境物流订单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人告诉成都商报记

者，多式联运是依托两种及以上运输方式的有效衔
接，提供全程一体化组织的货物运输服务。此次“高
铁+航空”跨境物流订单试运的探索目标是实行货物

“一人到底、一单到底、一箱到底、一签到底、一检到
底”的物流新模式。也就是说，客户只需一次填写“空
铁联运单”，便无需再联系或接洽承运商，可实现全程
便捷化物流服务。从出货到收货采取一个箱体完成封
装，进一步保证了货品的完整性和安全性。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8月29日，四川已成功
发出全国首单“高铁+航空”国内物流订单，在此基
础上，成都铁路局联合各物流企业进一步深入商
洽，在跨境快件寄递市场上寻找合作空间，此次“空
铁联运”订单正是多式联运新模式下的首张跨境物
流订单。据了解，成都铁路局正联合公路、航空等企
业，探索打造立足四川、覆盖西部、连通全球的国际
空铁公多式联运生态系统。

中欧班列 多式联运提单创新结算方式
除此之外，在四川多式联运示范（试点）和创新改

革中，中欧班列多式联运提单也取得突破。首批多式
联运示范工程企业——成都国际陆港运营有限公司
积极探索中欧班列多式联运提单“一单制”，联合中国
银行成都锦江支行创新中欧班列贸易结算方式。

该公司多式联运部负责人陈然告诉成都商报
记者，多式联运提单可以作为银行信用证、物权的
质押，相当于“支付宝”，还可以成为客户的融资手
段。成都蓉贸揽驰平行进口公司总经理肖林举例
说，以前100万的运作资金只能进口一台车，现在
可以进口五台车。“我给银行20%风险保证金，银行
给全款过去。相当于银行先垫钱，后面我再还。银行
基于的基础就是提单。”

同时，多式联运提单大幅度降低了中欧班列的
贸易综合成本。陈然表示，首先是降低了物流成本。
以前客户要自己找物流模式、报关企业，预约集装
箱、还箱，预约卡车提货等，现在可以享受一条龙物
流服务；二是物流成本降低，这包括集装箱以及班
列的价格。 成都商报记者 严丹

昨日下午3点，由成都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
会、成都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成都市青少
年宫承办，成都市各区（市）县关工委、成都市各区
（市）县文明办协办的“立德树人”家庭教育公益讲
堂第5讲，在成都华西中学·电子科技大学附中学
术厅正式开讲。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安徽师范大学
中国诗学中心研究员、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第六
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得主周啸天教授，为华西中学
广大师生带来了精彩绝伦的《天府文化中的诗词艺
术》主题讲座。周教授以渊博丰厚的知识，妙趣横生
的语言，全面细致地讲解了中华古诗词当中蕴含的
中华传统文化，为提高学生们的诗词鉴赏能力指明
了方向。 成都商报记者 沈兴超

全国首张
“空铁联运”跨境试运
物流订单抵川

成都新车牌 将挂二维码

“立德树人”家庭教育公益讲堂

川大教授
讲天府文化中的诗词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