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报讯（记者 赵霞）9月 10
日，天府早报记者获悉，近日成
都市市场监管局正式印发了《成
都市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及摊
贩管理实施细则》，该《细则》指
出，食品小经营店与开放式厕
所、倒粪池、化粪池、污水池、垃
圾场(站)等污染源直线距离应在
25米以上，并设置在粉尘、有害
气体、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扩散性
污染源的影响范围之外。特别
强调，幼儿园、中小学周边直线
距离50米范围内，不得确定为
食品摊贩经营活动区域。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局长李江
平向记者介绍，3项便捷快办服务
新措施包括：一是车辆登记销售
企业快捷代办，提供购买车辆、购
置保险、选号登记等全流程服务，
变多头奔波为在销售企业一站办
结；实行销售前车辆预查验、资料
预审核、信息预录入，最大限度压
缩群众办事等待时间。群众购车
后直接选号办牌，当场领取行驶
证、登记证书、临时号牌，正式号
牌邮寄到家，变多个环节为一个
环节，最大限度地压缩等候时间，
实现登记上牌更高效、更优体验。

二是租赁车交通违法处理简
捷快办，承租人可以通过“交管
12123”APP网上查询、自助处理租
赁汽车交通违法，免去多地奔
波。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副巡视
员刘宇鹏介绍，因为承租驾驶人
大多既不在违法行为地，也不在
机动车登记地，没有办法按照现
行的程序处理汽车租赁期间交通
技术监控记录的交通违法。为
此，公安部专门制定了《汽车租赁
期间交通技术监控记录的道路交
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办法》，进一
步完善了租赁车辆交通违法处理
机制。

据了解，对交通技术监控记
录的租赁汽车交通违法，承租驾
驶人可通过交管“12123”手机APP
自助处理。同时，承租驾驶人在
违法行为地或者机动车登记地交
管部门窗口处理时，不再要求提
供租赁汽车行驶证，而是由信息
系统自动核对租赁关系。

此外，如承租驾驶人没有对
租赁汽车交通违法及时处理，经
过租赁企业的申请，公安交管部
门可以将交通违法记录转移到承
租驾驶人名下，减轻租赁企业运
营负担，将惠及300多万名承租
驾驶人、2万多家租赁企业。

三是临时入境车辆牌证便捷
可办，简化申领手续，延长使用期
限，推进临时入境牌证业务向边
境口岸和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地延
伸，便利临时入境人员车辆出行，
吸引境外人才来华旅游旅居、就
业创业，更好服务国家对外开放
战略，每年将惠及上亿人次的来
华境外人员；将港澳台居民换领
内地大中型客货车驾驶证年龄由
50周岁延长至60周岁，便利港澳
台驾驶人在内地（大陆）从事客货
运输，助推港澳台与内地（大陆）
融合发展、共享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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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发布6项便民措施

20日起购车上牌 4S店可一站办结
买车、购置保险、选号登记等在销售企业一站办结；租赁

车交通违法处理可网上自助处理，记者10日在公安部发布
会上了解到，公安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群众企业的公
安交管6项新措施将于9月20日起推行。

早报讯（记者 赵霞）9 月 10
日，天府早报记者获悉，《成都住
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本月正
式实施。《办法》中对加装电梯提
取、租房提取等内容进行了优化。

变化一，新增了“既有住宅增
设电梯”提取。9月 1日后，职工
出资为本市区域内拥有所有权的
既有住宅加装过电梯，并且职工

及其配偶在申请业务当年未办理
过其他住房消费类提取业务，就
能申请办理既有住宅增设电梯提
取住房公积金业务，申请办理业
务的时间为加装电梯竣工验收后
两年内。

变化二，是未办租房租赁登
记，也能申请租房提取。9月1日
后，职工只要连续足额缴存住房公

积金满3个月，职工及其配偶在成
都市行政区域内无房且租房自住，
如果没有办法提供租房备案凭证，
可以根据《办法》新修订的租房提
取方式，单职工按不超过8400元/
年，职工及其配偶按不超过1.68万
元/年的额度限额提取公积金。

据介绍，为保障住房公积金资
金专款专用，《办法》取消了“与单

位终止劳动关系未再就业，男性已
满50周岁、女性已满45周岁，且
家庭生活困难的”和“农村户籍职
工离职”提取；且将“成都市户籍
职工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且户籍
迁出本市办理离职提取”调整为

“非本市户籍职工与单位解除或
终止劳动关系，未在异地继续缴
存，账户封存或托管满半年”。

乘飞机忘带身份证，以后通
过手机就能申请证明了。民航
局9日透露，“民航临时乘机证
明”系统已完成203家机场的设
备安装调试，计划于9月15日同
步上线正式启用，其他机场将于
明年上半年完成。

该系统免费服务旅客，忘带
身份证到机场乘机的旅客可通
过手机申请，在微信小程序中搜
索点击“民航临时乘机证明”，或
者在微信“城市服务——交通出
行”中点击“临时乘机证明”选
项。旅客登录后按照提示步骤
可以很快完成申请，提交后60
秒内即可获得电子防伪二维码，
凭此二维码办理值机手续和接
受安全检查，有效期为15天。

“民航临时乘机证明”系统
已于去年8月份在国内的深圳、
长春、榆林、徐州、襄樊等机场试
运行，累计办理20余万次，验证
了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及便利
性。目前，临时证明仅局限于使
用二代身份证订票的旅客使
用。民航局初步统计，这部分旅
客占到国内出行旅客总量的
92%，用护照订票旅客暂时无法
使用。 （北京晚报）

幼儿园中小学周边50米内
不得摆食品摊

成都老楼加装电梯 本月起可提取公积金

李江平介绍，公安交管部
门先后推出车检、驾考、号牌
管理、事故处理、互联网平台
以及一证办、网上办、就近办
等一系列公安交管深化改革措
施。截至目前，全国已减免申
请材料4亿余份，860余万名群
众跨省异地检车，100余万名群
众享受驾驶证全国通考便利，
23 万人异地分科目考试，2 万
余家社会机构、邮政网点代办
公安交管业务，互联网用户超
过 2.75 亿，累计惠及 10 亿余人
次，节约群众企业办事成本
400 余亿元，受到群众普遍点
赞欢迎。

公安部新闻发言人郭林介
绍，去年6月公安部交管局集中

推出20项公安交管“放管服”改
革新举措，今年上半年又相继推
出10项新措施，全面推行交管服
务一证办、一窗办、异地办、就近
办、网上办，较好地解决了群众
异地往返奔波、窗口长时间排队
等烦心事。

而 10 日公布的公安交管 6
项新措施，包括3项便捷快办服
务、3项网上交管服务。为确保
新措施精准落地，公安部交管局
已制修订配套制度规范，召开现
场推进会进行专题部署。而下
一步，公安部将升级信息系统
等，并加强对改革落实情况的督
导检查，确保改革取得实实在在
的惠民利企成效。

（综合新华社、北京晚报）

还有3项网上交管服务新措
施：一是全面推进小客车转籍信
息网上转递，非营运小客车异地
转籍的，可以直接到车辆迁入地
申请，不再需要到迁出地车管所
提档、验车，减少群众两地间往
返，9月20日起实施城市由120
个扩大至300个，年底前全国全
面推行，每年将至少为群众节省
交通等费用10多亿。

二是全面推行“两个教育”
网上学习，推广应用互联网学习
教育平台，实行驾驶人审验教育
和满分教育网上申请、网上认

证、网上学习，提升“两个教育”
学习质量和效能。9月20日起
11个试点省份所有城市推广应
用，2020年6月底前全国全面推
广应用。

三是全面推行交通事故多
发点段网上导航提示，提供交通
事故多发点段、占路施工、交通管
制、交管业务网点等信息导航提
示服务，将为数亿地图用户提供
精准告知、及时预警，切实提升群
众出行安全感和满意度。9月20
日起，具备条件的地方率先推行，
年底前全国推行。

买车的地方就能选车牌号了

车辆迁入迁出手续简化

促进一证办网上办就近办
“临时乘机证明”系统将上线

忘带身份证也能坐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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