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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燃放烟花爆竹管理条例》规
定，在禁放区域、场所燃放烟花爆竹，或者
违反安全燃放规定燃放烟花爆竹的，由公

安机关责令停止燃放，处100元以上
2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构
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公安机关依照
《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进行处罚。

6万余人
巡逻防控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昨日，据重
庆市燃管办消
息，春节期间，
相关部门将根
据重庆市相关
地区禁止燃放
烟花爆竹的规
定 ，从严监管
烟花爆竹非法
生产、经营、储
存 等 各 个 环
节 ，在划定的
禁止燃放区域
严查燃放烟花
爆竹行为。

违反燃放规定罚款

据悉，全市禁、限放区域投入网格化巡控
力量 6万余人，其中，党政干部 1.3 万余人、社
会力量 4.1 万余人、警力 6000 余人，切实加强
巡逻防控的同时，严查严管违规燃放烟
花爆竹行为。

据了解，依据《重庆市燃放烟花
爆竹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在禁放
区域、场所燃放烟花爆竹，或者
违反安全燃放规定燃放烟花
爆竹的，由公安机关责令停
止燃放，处100元以上200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
处200元以上500元以
下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
理行为的，公安机关将依
照《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
进行处罚。

按照《烟花爆竹安全管
理条例》相关规定，非法经
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构成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公安机关将
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处10日
以上15日以下拘留；情节较轻的，处5日
以上10日以下拘留。

设立检查站191个

据介绍，目前全市共设立烟花爆竹检

查站191个、检查人员715人，其中进入绕城高速
公路内的禁放区检查站55个、检查人员165人。

同时，依托 16个省际交通检查站、121 条
春运干线检查站和 2万余交通安全劝导站进
行检查。

入户宣传17多万次

为确保《重庆市燃放烟花
爆竹管理条例》贯彻实施，
各地党委政府组织相关
部门通过进街道、社区
宣讲、发放宣传资料、
张贴宣传通告、悬挂
横幅、制作动漫、户
外电子显示屏滚动
播报有关燃放规定
等方式进行广泛的宣
传劝导。

截至目前，主城区
和渝西片区累计张贴《通

告》31万份，张贴海报26.6
万张，播放宣传片3.6万次，播

放字幕14.4万次，广播7.9万次，
入户宣传17.7万次，发放宣传资料

153万份，悬挂横幅标语1.3万条，发送提示
短信3199.9万条。

警方提醒，为了共同营造春节期间安全文
明和谐的社会环境，希望广大市民遵守相关法
律法规，不在禁放、限放区域燃放烟花爆竹。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彭光瑞

▲民警检查
烟花爆竹市
场
警方供图

网上补换驾驶证
不再需要纸质照

交巡警总队再推126项“放管服”新举措

日前，记者从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获
悉，我市交巡警结合服务民营经济发展30
条和新10条、服务学校29条、服务全市旅

游发展实施意见等民生警务举措，在全面落实推广公
安交管“放管服”20项改革举措的基础上，2月1日起
在全市范围陆续推出减免手续、简化流程、容缺办理
等第二批改革清单共126项便民服务举措，进一步提
升全市公安交管便利化优质化服务水平。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彭光瑞

减免手续
补换驾驶证不要纸质照

交巡警总队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安交管
部门围绕缩短办事时限再减33项资料，内
容涵盖：车驾管业务备案方面，减免每月销
售量限制、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联网申
请表等13项资料；车驾管业务办理方面，减
免考试申请资料、预约凭证、纸质考试缴费
凭证、纸质交强险保单等20项资料。

例如车辆核发检验合格标志业务办理，
公安交管部门与保险公司合作，实现了保险
信息联网核查，车主不需要再提供纸质交强
险保单。机动车驾驶人参加考试时的申报
资料已实现无纸化，系统可自动进行考生身
份信息核对，参考人不需要再提供申请资
料、考试预约凭证与纸质缴费凭证。在网络
上补换驾驶证，驾驶人只需要通过交管
12123APP或微信等网络平台上传电子照
片即可，不需要再提供纸质照片。对于无法
自行提供电子照片的老年人等，公安交管部
门可调取身份证照片作为驾驶证照片。

简化流程
摩托驾考可免驾校培训

据介绍，公安交管部门优化服务流程
27项，内容包括：车驾管业务备案方面，精
简二手车市场交易信息采集系统开通网络、
申办车驾管社会服务站备案等22项办事流
程；车驾管业务办理方面，取消重中型货车
注册登记相关到场、备案等5项办事流程。

例如自培申领摩托车驾驶证，市民可直
接到区县车管所预约考试，可不参加驾校培
训。变更车辆车身颜色（出租车、特种车除
外）业务，以前必须到车辆登记时所在车管
所办理，现在可向全市任意车管分所、区县
车管所申请办理。

此外，夫妻变更车辆共同所有人时，原
来需要夫妻双方同时到场，现在只需要提供

夫妻双方身份证原件、结婚证原件即可办理。

容缺受理
补办驾驶证可凭户口簿

据介绍，针对办事堵点，在基本条件具
备、主要申报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条件前提
下，可先行容缺受理43项；车驾管业务备案
方面，对申办车驾管社会服务站备案等事项
可先行容缺办公场地资料及照片等41项资
料；车驾管业务办理方面，对补办本人机动
车驾驶证等事项，可先行容缺身份证原件等
2项资料。

例如身份证号发生变更后，车辆所有人
要保留机动车原号，原来需要派出所出具身
份证号码变更纸质证明，现在可以先行办
理，再补齐相关材料。补办本人机动车驾驶
证或名下机动车行驶证的市民，现在可不提
供本人身份证原件，凭本人户口簿，经车管
所核实先行办理。

放权简政
解除抵押可在银行办理

据介绍，在简政放权方面，新增下放权
限23项：业务权限外放方面，继续向社会单
位让渡免检车辆检验合格标志核发、货车通
行证换发等10项业务；业务权限下放方面，
向全市交巡警支（大）队及车管分所下放机
动车远程检验审核等4项业务；网络业务开
放方面，机动车安检机构联网备案、当事人
申请道路交通事故复核流程等9项互联网
服务。

例如解除抵押登记业务，车辆所有人可
到银行（限本银行已办理的抵押登记）的车驾
管服务站进行办理。流年免检、核发临时号
牌，可到公安交管部门开展合作的保险公司
办理。驾驶证补换证业务，可到驾驶人体检
医疗机构办理。补换牌证（登记证书除外）、
申领机动车免检合格标志、变更联系方式等，
可到自助服务机、车驾管社会服务站办理。

便利于群众取信于社会
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相关负责人表示，新推出的“放管服”改革服务清单，是在近期

集中走访民营企业并广泛收集意见建议的基础上，从“优化办理、缩减环节、转化方式、末
位前置”入手研究制定的，内容涵盖车驾管、秩序管理、事故处理等126项便民措施。这些
措施的施行，不断释放出更多民生红利，真正变“群众跑”为“数据跑”，变“面对面”为“键对
键”，不断巩固和扩大放权于市场、便利于群众、取信于社会的“放管服”改革效果。

减免手续资料清单（共计3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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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对8个车驾管业务备案类项目减免手续资料13项：2.对11个车驾管业务办理类项目减免手续资料20项，共计33项。

权限
类别

车驾
管业
务备
案类

车驾
管业
务办
理类

项目

汽车销售单位申请代办临时号牌核发备案

工程抢险类警业警报器备案

救护、消防、安监、执法类警灯警报器备案

机动车安检机构联网备案

体检医疗机构联网备案

驾校备案

上门服务办理

机动车和驾驶证档案补建和销毁审核

核发检验合格标志

机动车驾驶人考试

网上补换驾驶证

已销售车辆申请辖区内临时号牌

市外居民办理机动车业务

变更登记（更换发动机）

变更登记（更换车身或者车架）

解除抵押登记

申请摩托车驾驶证

变更驾驶人及机动车所有人姓名

境外换证

减免内容

1.近三个月销售统计表

2.在用车不提交车辆合格证复印件
3.申请书

4.在用车不提交车辆合格证复印件
5.申请书

6.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联网申请表

7.单位法人代表身份证明

8.教练车注册信息
9.驾校档案资料

10.查验车明细表
11.营业执照副本

12.机动车注册登记电子档案扫描件、单项
查询结果纸质件”

13.销毁档案纸质登记台账

1.减免纸质交强险保单

2.申请资料
3.考试预约凭证

4.纸质考试缴费凭证

5.纸质照片

6.减免收存纸质档案

7.无需审核收存机动车所有人居住证明（机
动车注册、转移登记、机动车转入业务除外）

8.国产缸体合格证
9.进口车发动机进口凭证

10.来历证明
11.销售商或修理厂证明

12.车身或车架合格证
13.来历证明

14.销售商或修理厂出具的证明

15.还款证明

16.摩托车驾驶人强化宣传教育记录单

17.户口簿
18.派出所相关证明

19.指定翻译文本
20.提供出入境记录

备注

已与公安交管部
门实现保险信息联网
核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