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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分不够？驾照消分新规来了
重庆、四川、广东深圳等地试点接受交通安全教育减免交通违法记分改革
2020 年 1 月，公安部推出 6 项交管改革便民利企新措施，包括机动车检验标志电子化、接受教育减免交通违法记分、提
供交通事故处理进度和结果网上查询 3 项试点的新措施，以及租赁车交通违法处理简捷快办、小客车转籍信息网上转
递、交通安全导航提示服务 3 项全面推行的改革措施。3 月 1 日起，3 项试点新措施如期实施。

试点 消分新规来了

提醒 下列行为不予减免

记者从公安部交管局获悉，3 月 1
日起，在重庆、四川、广东深圳等地试点
网上学习考试学法减分，并将根据试点
情况，视情开通现场学习考试、交通安
全公益活动等方式。公安部交通管理
局将及时总结试点情况，逐步扩大试点
范围。
据介绍，
根据《接受交通安全教育减
免交通违法记分工作规范（试行）
》，
对符
合条件的机动车驾驶人，参加公安交管
部门组织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
相关知识学习考试，或者交通安全公益
活动，可以减免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
记分。本记分周期内有两次以上满分记
录或者累计记分已达到12分等7种情形
之一的，不予受理申请。机动车驾驶人
每个记分周期累计最高减免6分。

（一）、在本记分周期内，机动车驾
驶人有二次以上满分记录，或者累积记
分达到十二分的；
（二）、在上一个记分周期，机动车
驾驶人有二次以上满分记录的；
（三）、在最近三个记分周期内，机
动车驾驶人因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或
者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或者使用伪造、
变造的机动车号牌、行驶证、驾驶证、校
车标牌或者使用其他机动车号牌、行驶
证，或者买分卖分受到过处罚的；
（四）、机动车驾驶证在实习期内，
或者机动车驾驶证逾期未审验，或者机
动车驾驶证被扣留、暂扣期间的；
（五）、机动车驾驶人名下有未处理
的交通违法行为记录的；
（六）、机动车驾驶人名下有安全技
术检验超过有效期或者未按规定办理
注销登记的机动车；
（七）、机动车驾驶人参加接受交通
安全教育减免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
记分，或者机动车驾驶人违法记分满分
教育和审验教育学习考试时存在弄虚
作假、冒名顶替情形的。

减免 6 分怎么“挣”
●参加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组
织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相关
知识网上学习且经考试合格的，一次
减免 1 分。
●参加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组织
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律、
法规和相关知识现
场学习且经考试合格的，
一次减免2分。
●参加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组
织的交通安全公益活动，
一次减免 1 分。
●机动车驾驶人在本记分周期内
分别参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相
关知识网上、现场学习考试或者交通安
全公益活动的，
累计最高减免 6 分。

快报 1.4 万人申请
记者 1 日从公安部交管局获悉，重
庆、四川、广东深圳试点实施接受交通
安全教育减免交通违法记分改革措施
首日，三地共有 1.4 万名驾驶人通过互
联网学法减分系统申请网上学习，其中
有 4000 多名驾驶人完成了学习考试，
减免了交通违法记分。

对话昆明市民
12 分不够用
市民：
“根本不够啊，
交通法规越来越
严，
到处都有监控，
一不小心就被扣分。
”
记者：
“您被扣过吗？”
市民：
“被扣过。
”
记者：
“扣了几分呢？”
市民：
“ 在一个时间段我最多的时
候被扣过 8 分，一般就是有时候停车违
停的罚单会有。
”

感觉更人性化了
市民：
“经常在路上，占用路面使用
率比较高的人，你说长期开车没有违章
也是不可能的，有时候也是在难免无奈
的情况下，能够增加这点分数我觉得也
还是可以的。
”
市民：
“这种感觉又更人性化点。
”
记者：
“ 是不是觉得自己一年有 18
分？
”
市民：
“是的。
”

全省规上工业企业
复产超九成
连日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充分运用
大数据技术优势加强复工复产监测调度，
建
立完善问题清单动态管理，
加快推动产业链
上下游协同复产复工，
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目前，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产面已达
91%，
全省100户重点工业企业全部复产。
省工信厅按照一企一策方案，贴心服
务企业，重点部位胀库憋停风险得到有效
化解。据统计，截至 2 月 29 日，全省 4351
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已复产 3951 户，复
产面 91%，复工人员达 55.36 万人，占全省
规上工业企业同期总用工人数的 69%。
各州市、各行业复产有力有效推进。昆
明、昭通、曲靖、玉溪、楚雄、红河、普洱、德
宏、丽江、临沧 10 个州市复产面达到 90%
及以上。电力行业持续稳定运行，原材
料、石化、装备、食药、消费品等 5 个行业复
产均在 90%以上。
截至目前，全省 100 户重点工业企业
全部复产。云南中烟及烟草专卖局所属企
业，水电铝材、水电硅材等相关重点企业，
昆钢、德钢、玉昆等钢铁企，
中铜西南铜业、
隆基、中石油云南石化等重点企业全面恢
复生产。100 个重点工业项目复工良好。
已复工重点项目 95 个，
复工面达 95%。隆
基等水电硅材重点企业多数未停工，魏桥
铝业系列重要基础工程相继实施。合盛硅
业昭通水电硅循环经济项目于 2 月 11 日经
昭通市批准复工，各项工作正全面推进。
神火铝业相关项目建设进展顺利，员工返
岗率达 95%。
本报记者 胡晓蓉

相关新闻

多地试点
年检标志电子化
3 月 1 日起，公安交管部门
将在多地试点年检标志电子
化。
年检标志电子化在北京、
天津、上海、重庆、哈尔滨、南
京、杭州、宁波、济南、株洲、深
圳、海口、成都、贵阳、玉溪、乌
鲁木齐等 16 个城市试点推行，
车主们可以通过互联网交通
安全综合服务平台领取检验
标志电子凭证，不需再在车上
粘贴。
在 上 海 、江 苏 、山 东 、广
东、重庆、四川等城市，将可以
直接从交警官方平台查询具
体的处理进度和结果。

租赁车交通违法
处理简捷快办
3 月底前，公安交管部门
将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进租
赁车交通违法处理简捷快办
措施。
3 月底前，租赁车出现交
通 违 法 的 ，承 租 人 可 以 通 过
“交管 12123”手机 App 网上查
询、自助处理承租期间发生的
交通违法，不再必须本人到当
地办理。而对承租驾驶人未
及时接受处理，经租赁企业申
请并确认无误的，将交通违法
记录转移至承租驾驶人名下，
减轻租赁企业负担。
本报综合 新华社
南方都市报 都市条形码

罗平树根田煤矿
发生顶板事故
记者从曲靖市罗平县委宣传部获悉，
2 月 29 日 21 时 10 分，曲靖市师宗恒进商
贸有限公司罗平县树根田煤矿发生一起
顶板事故。经核实，事故发生时井下有 22
人。经过抢险救援，有 17 人安全升井，事
故共造成 5 人死亡。
目前，救援工作已结束，事故原因和
善后工作正在调查处理中。
本报记者 蒋琼波

昆明版
“火神山”
交付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2 月 29 日，昆明市第三人民医院长坡
院区新冠肺炎应急病房项目预验收并移
交，该项目从启动到建成完工仅用了 28 天
时间。昆明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杜映荣在
交付仪式上说，新冠肺炎应急病房的投入
使用，给医院腾出了 300 张床位的隔离病
房。另外，
还配备了非常健全的实验室，
也
正在建设当中。这个病房的投入使用，对
医院的疫情防控起到了强大的支撑作用。
“通过一段时间的通风期，下一步，之
前确诊的新冠病人治疗以后，隔离康复期
可能就要在这里进行了。”杜映荣表示，虽
然这是一个紧急建设出来的项目，但是对
昆明市的重大传染病防治体系也将起到非
常好的支撑作用，将在未来的传染病防控
中发挥它的重要作用。 本报记者 王劲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