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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新修改的《机动车驾驶证
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第 139 号
令）将于今年4月1日起实施，新规与
以往相比，有哪些变化？哪些更便民
的举措？3月23日，省公安厅公安交
管局车辆管理处相关负责人作了权
威解读。

可自选考试科目顺序

据了解，目前全省驾驶人保有量
已达 1137 万人。其中，获得大型客
车和牵引车驾驶资格的总人数已达
84.91万人。

新规规定，驾驶员考试申请人科
目一考试合格后，可以预约科目二或
者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也就
是说，4 月 1 日起，科目二、三的考试
顺序可以由申请人自主安排。比如
说，驾考学员可以在第一天选择考试
科目一后，在第二天选择考科目二和
科目三,用两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 3
个考试科目。

记者了解到，目前全国已有 28
个城市试点了全国统一的考试预约
系统，采用互联网、电话、服务窗口等
方式供申请人预约考试。不过，江西
目前尚未被纳入预约试点城市。

据省公安交管局车管处相关负

责人介绍，根据公安部统一安排部
署，预计明年上半年将在全国范围内
启用考试预约系统。届时，我省驾考
学员就可以上网预约考场及考试时
间了。

自主约考有望全省推广
自主约考是此次驾考改革的亮

点之一。目前，吉安市被公安部列为
全国 16个机动车驾驶证“自学直考”
试点城市之一。从今年 4 月 1 日起，
吉安市报考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
车驾驶证的学车人，可以选择不通过
驾校，直接参加驾照考试。

根据公安部统一安排，试点工作
结束后，很可能会在全省范围内实现
驾驶人考试“自学直考”。届时，交警
部门将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开公布

“自学直考”流程和相关要求。

异地办证将更方便
此前，外地户口的车主在异地审

验机动车驾驶证时，必须提供本人身
份证和居住证，无形中为审验证照增
加了难度。新规实施后，外地车主在
审验驾驶证时，只需提供身份证就可
以了。

另外，原来在异地申请业务中，
新规放开了大中型客货车的限制，但
是需要提供当地的居住证才可以办
理；如果驾驶证不是居住地车管所核

发的，需要将驾驶证转入到居住地后
再办理增驾。

4 月 1 日之后，必须审核居住证
的只有初次申领、增驾、军警换证、
外籍换证、申请校车驾驶资格五种
业务。同时，转入换证不再审核《身
体条件证明》，改为申请人提交《机
动车驾驶人身体情况申报表》，并允
许在全国范围内异地补换领驾驶
证、参考驾驶证审验、提交体检证
明。

这也意味着，如果南昌的驾驶员
在外地工作，可以凭身份证即可到当
地交警部门补办驾驶证，获得上路资
格。

境外“速成驾照”难换证
新规规定：内地居民持有境外

机动车驾驶证，取得该机动车驾驶
证时在核发国家或地区连续居留不
足三个月的，应当考试科目一、科目
二和科目三，而不是仅仅考试科目
一了。

这意味着想通过短期旅游等方
式在其他国家或地区拿到驾驶证的

“快捷通道”被堵死，因为即使通过这
种方式拿到境外机动车驾驶证，回来
后仍要参加科目一、科目二和科目三
的考试。这是对内地居民持境外驾
驶证换领我国驾驶证进行严格的限
制性规定，从立法层面彻底解决境外

驾驶证换领“速成”驾照的问题。

实习期处理违法更严格
按照目前的规定，交警处理违法

时，是以处理时间为准。如果非现场
违法行为达到 12分，在实习期（初次
领证后的 12个月）内处理，驾驶证会
被注销；但是如果度过了实习期再处
理，只需参加满分考试，合格后就可
以恢复驾驶资格。

4 月 1 日后，如果是发生在实习
期的非现场违法，将以发生交通违法
的时间为准。无论你什么时间处理，
都会注销实习期准驾车型驾驶资格。

举个例子，比如有一名驾驶人持
有A证驾驶证，又新增了E证。当其
在E证的实习期内被记满12分，其E
证将被注销，其拥有的A证也要在原
有的基础上下调一级。而在以往，只
会对其E证进行注销。

70周岁以上老人才须
每年体检

据介绍，原本年龄在 60 周岁以
上的机动车驾驶人，应当每年进行一
次身体定期检查。

从 4 月 1 日起，将放宽至 70 周
岁，大量驾驶员将受益。但要提醒的
是，70 周岁以上老人须在记分周期
结束后三十日内，提交县级或者部队

团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
条件的证明；条件证明自出具之日起
6个月内有效。

C1驾照可有条件直接
增驾A1或A2

新规规定，接受全日制驾驶职业
教育的学生在学校取得C1驾驶证满
一年后,可以申请增驾大型客车(A1)
或者牵引车(A2)。申请大客车驾驶
证的年龄由 26 岁降低到 20 岁,牵引
车驾驶证的年龄由 24 岁降低到 20
岁。

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车管处相
关民警介绍，所谓“接受全日制驾驶
职业教育”，指的是在有大客、牵引
车培养资质的职业技术学院、高级
技工学校就读。

专家解读称，目前我省尚未有全
日制院校有此类培养资质，但交警
部门已规定，只要有“全日制驾驶职
业教育”前提，在年龄及增驾的间隔
周期上已放开了限制，让学员在上学
期间就能完成。只要我省教育部门
对大客、牵引车培养资质予以备案，
交警部门即可以按照部令要求，为有
资格的全日制驾驶职业教育的学生
办理增驾业务。“我们省什么时候落
地，也要根据全国的试点情况定。目
前没有确定的时间。”

江西洪达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洪达”）老厂区存在诸
多安全隐患，被居民屡次投诉。此事
经报道后，“洪达”虽然进行了部分整
改，但经进贤县聘请的江西赣昌安全
生产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评估的多个
安全隐患点仍未整改到位。

3月23日，记者了解到，包括“洪
达”在内，进贤县有 102 家医疗器械
生产企业，却只有 4家企业取得了消
防手续。

“停产整改会造成客户流失”
长期以来，对“洪达”老厂区存在

较多的安全隐患，进贤安监局、环保局
曾多次下发整改通知书，但一直未能
消除。洪达老厂区周边居民质疑相关
部门监管不力，导致整改难到位。

“我们聘请了第三方机构——江
西赣昌安全生产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对安全隐患进行了评估。”进贤县安
监局局长胡有星称，“洪达”主要存在
的问题有：环氧乙烷车间与居民区距
离不足，锅炉房烟囱安全距离不够，
厂房内部安全间距存在问题。他进
一步说：“已下达整改通知，目前只做
了些小整改，要消除安全隐患，需要
改变厂房布局，不少车间需要拆除。”

3月17日上午，记者在“洪达”老
厂区发现，环氧乙烷车间的确进行了

搬迁，但锅炉房烟囱、厂房布局并没
有变化。周边居民对此次整改仍持
有看法：“安全隐患点并没有消除，居
民生命财产安全仍得不到保障。”

胡有星表示，要彻底解决“洪达”
存在的问题，一是要加快新厂建设，
尽快搬离；二是收购周边居民的房
屋，但目前收购条件无法达成一致，
难以进行。

在谈到对“洪达”的彻底整改时，胡
有星表示，强行关闭停产整改，会影响
到企业的市场，停产一两个月，会造成
客户的流失，以后再想找回市场，很难。

“办不了手续，又不能关停”
胡有星透露，“洪达”老厂区有数

百人生产作业，还存在较大的消防隐
患。

这一说法得到了进贤县消防大
队相关负责人证实，按照现在标准，
厂区与居民区距离太近，无法办消防
合格手续。他说：“‘洪达’是进贤县
的医疗器械龙头企业，办不了手续，
又不能关停，一个季度至少去检查一
次，查出的都是同样问题。”

去年 8 月 25 日，南昌市副市长、
公安局长涂建生在“洪达”进行安
全检查时，就发现“洪达”新老厂房
均未办理消防手续，未设置火灾自
动报警系统以及自动喷淋灭火系
统、室内消火栓系统等，火灾隐患
严重。

据了解，医疗器械产业是进贤县
第一大产业，去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01.5 亿元，其中一次性医疗器械制
造规模全国最大。但让人吃惊的是，
全县有 102家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却
只有4家办理了消防手续。

“医疗器械产业是进贤支柱产
业，关停没有办理消防手续的企业，
需要地方相关职能部门的配合，不像
对存在消防安全隐患的娱乐场所，可
以发现一家关掉一家。”进贤县消防
大队相关负责人表示。

17 日下午，在记者采访时，进贤
县相关负责人透露，该县计划用两年
时间，对所有医疗器械企业进行整
改，消除安全隐患。

本报讯 （记者蔡颖辉、邹晓
华）3 月 23 日 9 时 40 分许，大广高
速公路江西赣定段 3130KM 西幅
东坑隧道出口处（龙南县境内）右
侧护坡突发山体滑坡，导致一辆半
挂车被埋，造成两人死亡。

据悉，塌方现场位于大广高速
3129KM + 928KM 至 3129KM +
968M，距离东坑隧道出口处130米
左右，塌方量约为1000立方米。现
场施救人员表示，初步调查原因为
连续多日暴雨，泥土遭长时间浸
泡，导致滑坡产生。

山体滑坡事故发生后，赣州市
消防支队出动了两个消防大队和
一支应急救援突击队共 90 人展开
救援。滑落的山体石块和泥土中，
最大的一块巨石超过500吨。一辆
车牌号码为赣 F30XX 挂的挂车车
头被彻底压扁，严重变形。

救援人员发现，挂车驾驶室内
全是泥土，两人被埋。为了避免造
成二次伤害，救援人员一边用手刨
挖泥土，一边用切割机、千斤顶等
装备一点一点地破拆车头。11 时
18分许，一名遇难者从被挤压变形

的车体内抬出。
就在营救过程中，现场又发生

了二次滑坡，巨石在救援人员身边
滚落，非常危险。由于另一名被困
者腿部被变形的车头夹住无法动
弹，救援人员只能用机动链锯将变
形的车门锯开施救。

12时46分，经过3个多小时努
力，第二名被困者救出。遗憾的
是，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

据了解，该半挂车所属公司为
南昌运安物流有限公司。车上驾
驶员为南昌县三江镇余某，同乘人
员为余某的妻子。

辖区高速交警大队民警表示，
事故发生后，通过对卡口视频资料
进 行 排 查 ，确 认 仅 一 辆 车（赣
AG0311/赣F3086挂）被撞压，无其
他车辆被掩埋。现场消防部门也
通过搜救犬等方式确认无其他车
辆被掩埋。

事故发生后，高速交警立即从
大广高速龙南南收费站及龙南北
收费站分流北上车辆，同时在龙河
高速定南路段截流。并将警情通
报给广东河源交警支队，协调其在

远端对进入江西省的车辆进行安
全提示和采取绕行措施。

据了解，目前，因事故车辆车
头被掩埋，需进一步清理落石后，
再移除车辆。鉴于坍塌土量较大，

已调派大型工程作业车从现
场两端同时施工，预计24小
时内恢复单车道通行，后续
坍塌土方的清理时间暂时
无法估计。

本报讯（记者邹晓华、刘佳惠子）3月23
日，记者从国网江西省电力公司获悉，截至
当日10时，连日强降雨天气造成赣南地区农
网线路跳闸 89 条次，累计 186 个台区 1.52 万
余户停电。经抢修，现已全部恢复供电。

据介绍，3月19日以来，强降雨造成江西
35 千伏线路跳闸 14 条次，10 千伏线路跳闸
75 条次。国网江西省电力公司累计出动抢
修特巡队伍 75 支、人员 1386人次、抢修车辆
152台次。此轮降雨中，江西110千伏及以上
电网运行正常，未发生10千伏及以上主干线
倒杆断线现象。

赣南断电用户全部恢复供电

高额“购电费”合理吗？
@克里斯的微世界：我是大余县

的居民，这里的供电局实施预存电费
再用电的方案，以前我家每个月交
200-300 元电费，现在加预存的居然
要1000多元，这样收费符合国家规定
吗？

@国家电网赣州供电：目前，赣
州市正在推行“购电制”，预存电费是
根据客户每月的实际用电量进行结
算的，市民若有疑问，可致电当地供
电公司进行查询。

驾照新规4月1日起实施 本报请专家解读新变化

考生最快可2天考完3个科目
“自学直考”未来有望全省推广 明年上半年可网上预约驾考

“洪达”多个安全隐患点仍难以消除
进贤县拟对所有医疗器械企业进行整改

《终于引起县长重视 期待这回能动真格》

大广高速赣定段突发山体滑坡险情

500吨巨石滚落 货车被埋2人死亡
省道会武线
发生滑坡

吉安下月起实行“两天半周末”
每人每月可享两次周五下午调休

本报讯 （记者刘斐、刘之沛）3 月 21 日，
《吉安市周末弹性作息制度试行办法》（以下
简称《办法》）出台，从今年4月1日起，吉安市
将实行“2.5天周末”弹性作息制。

《办法》规定，从今年开始，吉安市各级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每年 4 月 1 日到 10 月 31
日期间实行周五下午弹性作息制，本市范围
内的各类企业及中央、省属单位可参照执
行。实行“2.5天周末”的单位，原则上每位工
作人员一个月可享有两次周五下午调休安
排，周五下午休假时间计入带薪年休假时
间，所休时间首先从年休假时间中扣除；年
休假天数不足以抵扣周五下午休假累计天
数的，可采取每周增加两小时工作时间或者
将平时加班补休时间、法定节假日值班轮休
时间调剂到周五下午等方式解决，具体由各
单位根据工作实际自行选择。

《办法》指出，鼓励和支持干部职工利用
弹性作息时间到吉安各景区休闲度假，全市
各级党政领导带头执行。为了保障正常工
作，《办法》还明确规定，单位实行周末弹性作
息制度，应当遵守国家法定工作时间，统筹安
排好所承担的法定工作职责，保障公民、法人
及其他组织的公共服务需求。具有对外服务
职能的单位，应加强服务窗口岗位人员排班
值守，不得因弹性休息而影响工作。

本报记者 蔡颖辉

本报记者 余红举

本报讯 （记者蔡颖
辉）受持续强降雨天气影
响，3月23日凌晨5时许，
省道会武线筠门岭镇长岭
村下洋路段发生大面积山
体滑坡，大量泥石覆盖路
面，导致过往车辆无法通行。

据会昌县公安局交通
管理大队民警介绍，会武线
是江西通往福建的主干线，
人、车流量大，加之滑坡路段
位于长岭村急转弯、陡坡路
段，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二次
事故。为防止交通拥堵，当地
交警立即与公路部门取得联系，
调配铲车、挖机等设备开展除
泥、除石排险工作。

经过抢险人员12个小时的
奋战，当日17时许，道路上的土
方、砂石基本清理完毕，被堵路段
全线恢复畅通。

救援人员正在现场施救。本报记者 邹晓华摄

为省钱高速公路上推车走
本报讯 （记者蔡颖辉）车辆坏在高速

上，为了省下施救费用，车上的父女俩竟在
高速上推车，准备将车推出收费站后修理。

3月 12日 20时许，江西高速交警直属三
支队四大队民警正在济广高速公路鄱阳芦
田收费站附近，发现一辆开着双闪灯五菱牌
面包车在应急车道，一人站在车辆左前方扶
着方向盘，另一人站在车后正在推车，驾驶
室左侧车门大开。

经询问得知，驾驶员钟某是鄱阳人，父
女两人从上饶赶回家吃晚饭，不想车辆在离
收费站不到1公里的地方发生故障。钟某考
虑到施救费用问题，并没有拨打高速公路报
警求助电话，而是叫女儿下车与自己一起将
车推下高速。被发现时，父女俩已将车推了
几百米远。

民警告知钟某，高速公路行车速度快，
如此推车存在巨大安全隐患。随后，民警帮
忙联系施救部门，并让两人站在护栏外安全
地带，等待施救车到来。

高速交警提示广大驾驶员，行车前一定
仔细检查车辆，确保行车安全。在高速公路
遇有故障，一定要先做好安全措施，然后拨
打报警求助电话等待救援。

永丰年繁殖胭脂鱼2800万尾
本报永丰讯（记者邹晓华 通讯员刘学

武）3月11日，永丰县古县镇一帆水产养殖专
业合作社工作人员正在检查胭脂鱼亲鱼的
性腺成熟度，开始今年的人工繁殖工作。

胭脂鱼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的名贵大型
淡水珍稀经济鱼类。2011年省、市、县水产部
门、南昌大学和一帆水产公司联合成立课题
组，解决了胭脂鱼人工规模繁养技术难题。
目前，该县年繁殖胭脂鱼2800万尾，连续三年
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胭脂鱼繁育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