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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新农贸市场下午 6:30 关门

好想下班后去吃碗豆花米线
营业时间能不能延长呀？
商户说

受疫情影响，从 2 月 15 日起，篆新农贸市场营业时间调整为上午
8:30 至下午 6:30。5 月 17 日开始，营业时间调整为上午 8:00 至
下午 6:30。篆新农贸市场一度被誉为昆明最具烟火气的菜市场，
也是全昆明最大最全的农贸市场，自从营业时间调整后，不少上班
族抱怨“下班后去吃豆花米线、木姜子鸡脚、豌豆粉的机会没有了”，
工作较忙的上班族更是暂别了逛篆新的机会。

错过了下班的这波顾客
水果销量明显减少

据了解，
篆新农贸市场目前每天的人流量约
有 4 万人次，
为配合疫情防控工作，
市场仅开设南
门和北门两个进出口，
消费者在进出市场时，
都需
要扫码登记以及测量体温。若有未带手机或是手
机不支持扫码等特殊情况，
可在市场入口处找工
作人员登记
“姓名、
户籍、
旅居史、
是否到过疫区、
联
系电话”
等信息，
测量体温无异常后方可进入。
一个卖水果的商户告诉记者，自从改动营
业时间后，错过了下班高峰期的顾客，水果销量

市场方

解除疫情后会第一时间
恢复正常营业时间

带着市民的困扰，昨日，晚报记者走访了大
观篆新农贸市场管理处。市场方管理处工作人
员吴先生表示，自疫情发生以来，公司就联合五
华区政府、大观办事处、市场监管局、派出所制
定联合防控方案，不计成本对市场进行了严格
的疫情防控。到现在为止，为了市民的购物安

玉溪全国首发智慧车牌
无需再粘贴纸质检验标志 可在线预约车驾管服务

体验

启动仪式现场，玉溪首辆安装
了汽车电子标识的汽车体验了无
感停车系统。车辆通过无感停车
系统时，停车栏杆自动抬起，车辆
通过后，栏杆又自动放下，十分便
捷。
“ 这样停车省去了停车等候进
入，扫码付费的过程，确实太方便
了。”
车主赵国玲对记者说。

目前玉溪已建成一个无感化停
车场，之后还将陆续增加无感停车
场、
无感加油站。除了以上便捷服务
外，
安装了智慧车牌的车辆还能通过
电子证照的后台，
享受到交通违章的
罚款、罚分等以扣代缴、电子票据在
电子证照的后台可查可溯源，
车辆年
检费用标准化、
透明化等诸多服务。

应用

汽车电子标识社会化发行
玉溪成全国首发城市

据介绍，今年 1 月，玉溪被公安
部列为全国首批检验标志电子化
试点城市，玉溪在此基础上，乘势
而上，成为新型汽车电子标识社会
化发行的全国首发城市。该项目
被纳入玉溪市人民政府 2020 年十
件惠民实事和玉溪市数字经济十
一大重点项目之一。

什么是智慧车牌？

哪些车辆需要安装？

车辆通过无感停车系统
停车栏杆自动抬起

目前，玉溪已完成汽车电子标
识发行系统的安装部署、内部测试
和相关应用场景建设工作。
汽车电子标识应用，将加快玉
溪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提升市域综
合治理能力，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
满意度、获得感。
本报记者 李春丽 摄影报道

全，市场关门后需及时清扫及消毒，暂时不能调
整营业时间。只要接到政府解除疫情的通知，
市场方肯定会第一时间恢复正常营业时间，希
望能得到广大消费者和商户的理解，并合理安
排好购物和收摊时间。同时，市场方也呼吁，希
望市民就近买菜。 本报记者 李赛 摄影报道

热点问答

智慧车牌主要由汽车电子标识及车联网等
功能模块组成。作为智慧车牌的核心，汽车电
子标识是由公安部制定并予以推广，是国家认
可的车辆可信数字身份，也是全国统一的涉车
证件电子凭证载体。简单地说，它相当于车辆
的数字身份证。汽车电子标识统一粘贴于车辆
的前挡风玻璃上。

昨日上午，汽车电子标识社会
化发行全国首发暨玉溪智慧车牌
发行启动仪式在聂耳音乐广场举
行。7 月 1 日起，玉溪将在全市推广
发行智慧车牌，届时，50 个智慧车
牌发行网点将陆续启用。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期间，玉
溪市行政辖区内注册登记的机动
车，
均可免费安装。

明显减少。
“ 这并不是某一家商户的困扰，而是
大多数商户的困扰。”该商户表示，希望能早日
恢复正常营业时间。
多位受访市民则表示，支持市场管理方的
管理规定，毕竟现在仍还处在特殊时期。一位
市民表示，对于消费者而言，可以合理利用开市
时段进行采购，能尽量克服自身困难；对于商家
而言，如果日人流量未骤减，反而会迎来阶段性
密集型消费。

在玉溪市行政辖区注册登记的机动车（摩托
车、
拖拉机、
轮式专用机械车、
挂车、
距离强制报废
期不足1年的机动车和使用年限满15年的非营运
小微型客车除外），应当领取和使用汽车电子标
识。与此同时，
玉溪市辖区内注册登记的使用性
质为危化品运输、公路客运、公交客运、旅游客运
的机动车，
校车，
重、中型货车，
面包车，
使用性质
为货运的轻、微型货车，
使用性质为非营运、营转
非、
租赁、
教练的大、
中型客车，
使用性质为出租客
运、
预约出租客运、
教练、
租赁的小微型客车，
应当
安装
“车联网模块”
；
其他机动车可自愿安装。

能带给车主哪些便利？
晚报记者从启动仪式现场获悉，安装了智
慧车牌的车辆，
可得到以下九大硬核便民功能：
1. 电子凭证亮证
直接扫码获取车辆检验标志电子凭证，免
去粘贴纸质检验标志的麻烦；
2. 车驾管服务在线预约
为车主提供便捷的车驾管查验、考试等业
务预约，
减少等待时间，
避免往返；
3. 提升事故现场处置效率
快速精准核查车辆信息，提高事故快处快
赔，
警保联动快处直赔效率；
4. 提升车辆检验便利服务体验
优化机动车检验业务办理流程及服务系

统，
为群众提供便利服务体验；
5. 货运车辆入城通行证电子化
为货运车车主申领货运入城通行证提供便捷服
务渠道，
车主可足不出户办理货运通行证电子证件；
6. 公交车辆优先通行
早晚高峰期间，实现公交车优先通行，避免
交通拥堵；
7. 防套牌、防盗抢
有效避免车辆被套牌、被盗抢，提供安全服
务功能；
8. 支撑保险、涉车服务等创新惠民便民举措
为保险优惠服务办理、
车辆租赁与售后服务、
门禁与停车管理等提供更为丰富的惠民服务；
9.赋能智能网联汽车身份认证及新业态发展
为智能汽车、车路协同、车内智能驾驶、信
息安全防护等网联认证提供可信支撑。
除了以上便民功能，
安装智慧车牌后，
车主还
将享受到各类涉车服务方面的优惠，
享受无感检
车、
无感支付、
一键投保、
一键救援等服务功能。

到哪里安装智慧车牌？
据悉，玉溪共设置了 50 个智慧车牌发行、安
装网点，7 月 1 日起，玉溪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
队车辆管理所（九溪园区）、玉溪市公安局交通
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春和便民服务站、玉溪市
红塔区亚太机动车辆安全检测有限公司等 7 个
网点将正式启用，7 月 20 日前，50 个网点将全部
启用，分期完成对全市 45 万辆机动车的发行安
装，
车主就近安装。

安装智慧车牌要啥证件？
在申领和变更汽车电子标识时，须交验机
动车。机动车登记所有人为个人的，应提交机
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原件和机动车行驶证原
件；机动车登记所有人为单位的，可委托他人代
为办理，代理人应提交本人身份证明原件、单位
委托书原件、机动车行驶证原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