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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驾考将有重大变化
明年 2 月 1 日启用电子围栏
教练车安装打卡设备记录学时 摄像头将检测是否是本人练车
日前，云南省道路运输管理局发布《云南省道
路运输管理局关于启用云南省机动车驾驶培训监
管平台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中称，全
省将启用“云南省机动车驾驶培训监管平台”，其中
明确提出驾培机构要规范设置教练场，并在计时培
训系统里划设电子围栏。

知识窗

什么是电子围栏？
晚报记者查询发现，电子围栏早在
前些年便出现了，目前国内已有多个城
市的驾校启用电子围栏。
所谓“电子围栏”，就是对正规驾校
备案的训练场地进行测量并标注到对
应的电子地图上，再将教练车安装车载
计时终端、
GPS 定位装置，且车载计时终
端与学时制刷卡设备相连。这意味着，
学员只有在电子地图标注的正规场地
内进行训练才能够计入学时，超出区域
后所进行的培训将无法计时。与此同
时，监管部门也可以通过“电子围栏”调
取、
查看教练车位置、
状况等。

新规

明年 2 月启用电子围栏
超出围栏的为无效学时

按照《通知》要求，首先是驾培机构计时培训系统
要和监管平台对接，昆明市自 10 月 16 日起开展驾培
机构计时培训新系统选用、对接和监管平台建档，并
于 12 月 15 日之前完成，至 2021 年 1 月 1 日仍未在监
管平台建档的驾培机构，将暂停招收新学员；其次便
是电子围栏划设。
在教练场电子围栏划设里，驾培机构要按照规范
设置教练场，并经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查验合格。符合
规定的教练场才能在计时培训系统里划设电子围栏。
运管分局要按照规定审核驾培机构划设的教练
场电子围栏，驾培机构教练场电子围栏区域重合的，
由市运管局审核。不符合国家标准或未经道路运输
管理机构查验合格的教练场不得划设电子围栏。
在实际训练道路电子围栏划设方面，驾培机构可
根据企业内部管理需要，
划设实际训练道路电子围栏。
根据《通知》要求，2020 年 12 月 1 日起开始划设
教练场电子围栏，2021 年 2 月 1 日起正式启用。教练
场电子围栏正式启用后，驾培机构场地教学活动要在
围栏内进行，超出围栏的为无效学时。
驾培机构教练场设置不符合规定的，要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完善。2021 年 1 月 1 日还未完成教练
场电子围栏划设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要责令整改并
暂停新学员报名。2021 年 2 月 1 日起，不具备教练场
资格条件未划设电子围栏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要依
法处罚直至吊销经营许可。

“公交都市”试点建设 8 年

影响

人车经备案后被监管
避免学时造假等行为

近年来，学驾照被
“坑”
的消息屡见不鲜，假冒驾
培机构骗取钱财、部分驾校及教练员吃拿卡要、克扣
学员学时的情况仍时有发生。因此道路运输管理机
构运用教练车证办理、电子围栏划设、教练员备案等
手段，进一步加强驾培机构资格条件管理。经营许
可有效期内丧失法定资格条件的，要及时予以限期
整改，暂停其招收新学员；整改不合格的，停止接收
培训数据，依法处罚直至吊销经营许可。
一家驾校负责人向记者介绍，
电子围栏正式实施
后，
学车的费用不再经过代理公司，
而是上车练习时按
学时扣费，
代理公司或不正规的驾校自然而然会被淘
汰。
“到那时，
驾校、
教练车、
教练、
学员、
学时等都会经
过备案后进入监管系统，
既避免了漏训、
学时造假等行
为，
也会促进驾校提升质量，
规范培训。
”
该负责人说。

声音
市民

有人对新规拍手叫好
有的担心学车会更贵

小温上学时便考了驾照，但现在回想起来，他依
然心有不平：
“当时学驾照不贵，学费不到 3000 元，
但我前后花了将近 1 万元才学成。约车、吃饭、补
考、练车等费用，其实很多都是冤枉钱。对于这次监
管平台的搭建，我觉得特别好，驾校是否正规，一目
了然。”小温还进一步说，有时一辆教练车有很多学
员，真正给自己练习的时间很短，大家为了能多练一
会儿，必须和教练搞好关系，否则就约不到车。
“电子
围栏划设后就不同了，学员的学时是受到监管平台
监控的，
很难作假。
”
此外，也有人担心驾考费用会上涨。小唐原本
打算明年再学驾照，看到即将实施驾驶培训监管平
台的消息后，她想：
“电子围栏划设后，不合规的驾校
肯定是办不成了，那剩下的合规的驾校是否会借此
机会涨价呢？”

驾校

学时关系到预约考试
学车费用可能会提高

面对市民的疑问，晚报记者走访了几家驾校。
对于《通知》里提出的新规定，多家驾培机构负责人
表示会积极响应号召，
按规调整。
当问及电子围栏会否给驾校带来影响时，其中
一位负责人表示：
“暂时还不清楚，需要观察后续发
展。”但当问及长期收益时，所有负责人的态度都保
持一致，表示“看好电子围栏对规范市场、促进良性
竞争的长期收益”。
“开办驾校时，本校、分校培训场地等都需要办
理相关证件。因此，只要是正规驾校且有训练场地
的，全部将划设电子围栏，而且现在已经逐渐开始实
施了。”
西山区一家驾校负责人告诉记者。该负责人
还说：
“电子围栏对科二、科三影响比较大，练习时需
要上车打卡。车上会安装打卡设备记录学时，摄像
头也会检测是否是本人练车。此外，一旦教练车开
到了规定区域之外，学时是记录不到的，这就关系到
预约考试。”据悉，学员只有学时达到要求后才能预
约考试。
该负责人也表示，学车费用可能会提高。
“市场
规范后相应地会剔除很多代理商，优质的驾校相对
来说更少，因此可能会出现涨价。具体按学时来收
费，
一学时的价格可能会到 100 元以上甚至更高。”
本报记者 孙江荭 实习生 胡正男

昆明公共交通
日均服务 261 万人次
2012 年，昆明市被列为全国公交都
市建设示范工程首批 15 个试点城市之
一。到今年为止，昆明“公交都市”
创建期
已满，昆明的公共交通出行情况如何？昨
日，记者从昆明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目
前，
昆明市公共交通日均服务 261.11 万人
次，公共交通机动化出行分担率达 58%，
公共交通站点 500 米覆盖率达 100%。

轨道交通多线通车
里程达 139 公里
在“公交都市”
创建期内，昆明市持续
加大对城市交通系统，尤其是轨道和公交
自身系统建设的资金投入，涉及城市道
路、综合枢纽、公交场站、车辆购置、智能
交通系统建设、轨道建设等各方面建设项
目。2013 年至 2019 年，昆明市综合交通
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3803.26 亿元，直
接投入轨道和公交自身系统发展建设的
资金达 925.33 亿元，
占 GDP 的 2.90%。
创建期间，陆续建成通车轨道交通
1、2 号线首期，1 号线支线，3 号线，4 号
线，6 号线，总通车里程达到 139.4 公里，
串联机场、高铁站、公路客运枢纽及各大
商圈。2019 年，昆明地铁全年累计客运
量约 2.14 亿乘次，日均 58.6 万乘次。伴
随着 1 号线西北延长线，2 号线二期，5 号
线的全面建设，昆明轨道交通进入“五线
齐发、三线共建”
的崭新阶段。

轨道站点百米内
100%有公交接驳
在公交出行上，8 年来，昆明共建设
公交专用道 110.5 公里，在中心城区形成
了总规模达 194 公里的公交专用道网络。
截至 2019 年底，昆明共有常规公交
线路 415 条，定制公交 153 条，开通了连
接机场、高铁站、地铁接驳、服务医患，进
校区、景区、商业区等各类专线公交和旅
游公交。
创建期间，昆明市还完成了昆明西部
综合客运枢纽、雨花村公交枢纽、东南部
客运枢纽、新空港客运枢纽等 18 个综合
客运及公交枢纽的建设与改造，建成并投
入使用 8 个公交场站，在建 4 个场站，已
启动 9 个场站的前期工作。截至 2019 年
底，昆明中心城区共有 75 个公交车场。
在轨道交通线路开通后，昆明开始打
造“轨道交通+常规公交+共享单车”三位
一体的公交综合立体复合系统，目前全市
地铁站均实现公交和自行车接驳，轨道交
通站点 100 米范围内公交线路接驳比率
达 100%。
此外，
为了方便市民出行，
昆明同步建
设了昆明公交“春城 e 路通”
、微信定制出
行小程序、
“智慧通行”
等多种公交信息服
务平台，推广应用一卡通以及银联“云闪
付”
、支付宝、微信乘车码等多元化电子支
付方式，
实现全部公交车辆、
地铁线路和全
国260个城市公交一卡通的互联互通。
本报记者 孙琴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