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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主注意 机动车排放检验新标准来啦
增加车载诊断系统检查等项目，
拉萨10月1日起正式执行
近年来，
随着机动车保有量的快速增长，
机动车污染物的排放对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日益显现。为减少机动
车污染排放，
改善环境空气质量，
近日，
国家对机动车污染物排放限制及测量标准进行了修订。12日，
记者就机动
车排放检验新旧标准区别、
新标准检验流程和新标准执行时间等问题采访了拉萨市生态环境局。
记者 梁兰
的呢？记者对此也进行了了解，首先是
车辆登录和环保联网核查，检查是否有
违章行为；其次，在违章消除的情况下
进行外观检验，主要检查内容包括：有
无异常抖动，管路有无破损，管路是否
严重老化，排气管是否烧机油，是否冒
黑烟，灯光、制动、转向、行驶、启动、排
气管、消声器是否正常。如果不合格，
需到正规汽车维修机构进行维修，凭维
修单到原检测场进行复检；然后在合格
的情况下进行 OBD 检查，用 OBD 诊断仪
连接车辆 OBD 接口，诊断车辆是否达
标；在达标的情况下，随后进行排气污
染物检查；直到各项均达标后，最后签
发检验报告，
上传至车管所。

检查项目有所增加
对污染物排放限制更严格
机动车排气管排出的废气中含有
150-200 种不同的化合物，其中对人体
危害较大的有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
氮氧化合物、铅的化合物及碳的颗粒
物，不仅严重影响人体健康，更是造成
雾霾天气、光化学烟雾的主要元凶。因
此，加强在用机动车的排放控制意义十
分重大。为减少机动车污染排放，改善
环境空气质量，国家对《汽油车污染物
排放限制及测量方法》和《柴油车污染
物排放限制及测量方法》两项标准进行
了修订。
新标准与旧标准相比，有哪些区别
呢？拉萨市生态环境局机动车管理科
技术人员孙怀宁介绍，新标准一方面是
增加了在用车外观检验、车载诊断系统
（OBD）检查等项目；另一方面是提高了
在用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制要求，污染物
达标排放浓度标准更低。而对于新购
非免检车辆，新标准同样新增了登记注
册之前外观检验、OBD 检查和排气污染
物检测等内容。
那么，新标准排放检测流程是怎样

今年11月1日起
OBD检查将影响车辆年检
“新标准执行后，将会对机动车辆
驾驶员有更高要求，发现车辆存在异常
情况，要及时检修。以前，旧标准检验
检测的都是此刻车辆的数据，而新标准
执行后，OBD 诊断仪将会从发动机的运
行状况随时监控汽车是否尾气超标，一
旦超标，会马上发出警示。”孙怀宁说，
简单来说，就是用数采仪读取车辆数

资料图

据，查看是否存在故障码。目前，拉萨
市生态环境局正在采购机动车尾气排
放检验的相关设备，新标准将于今年 10
月 1 日正式执行。
据悉，OBD 检验检查对象为 2011 年
7 月 1 日以后生产的轻型汽油车；2013 年
7 月 1 日以后生产的重型汽油车；2018 年
1 月 1 日以后生产的柴油车。注册登记、
在用汽车 OBD 检查自 2019 年 5 月 1 日起
仅检查并报告，自 2019 年 11 月 1 日起也
将成为检验是否合格的判别项目。需
要注意的是，2019 年 11 月 1 日起，OBD 检
查不合格的将无法通过年检。

关于车辆年审，孙怀宁提醒广大车
辆驾驶员，日常使用中要注重对车辆的
维护保养。建议年审前进行维护、年审
时热车检验。年审时如果车辆检验不
合格，不要轻信代办人员，要到正规维
修单位进行检修，检修后要让维修单位
提供维修清单，修复后再到原检验机构
进行检验。观察车辆在行驶过程中是
否有冒黑烟情况，如有冒黑烟情况，及
时到正规车辆维修单位检修。并对车
辆 OBD 进行自检，当车辆发动以后 OBD
灯常亮不灭，表明污染控制装置可能存
在故障，也要及时进行维修。

我区10项
“放管服”
改革新措施顺利推进

目前，
全区已有33人申请驾考异地分科目考试
6 月 1 日起，自治区公安厅公安交通管理局在深入推动 2018 年公安交管“放管服”20 项改革措施基础上，通过全面落实公安交管“5 类业务异地通
办、5 项服务便捷快办”等 10 项改革新措施，坚持简政放权、放管并重，稳步推进我区公安交管“放管服”改革，努力提供高效、便捷的公共服务，不断提
升我区人民群众对公安交管服务工作的满意度以及获得感。
记者 张雪芳

落实
“5 类业务异地通办”
全面推行小型汽车驾驶证全国“一
证通考”工作。申请人可以凭居民身份
证在全国范围内任一地申领小型汽车
驾驶证，无需再提交居住登记凭证。港
澳台居民可以凭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在
全国范围内任一地申领。我区各市
（地）交警支队车管所已组织窗口业务
民警进行业务培训，熟练掌握相关新业
务，严格按照公安部交管局统筹安排，6
月 1 日顺利与全国同步开展相关工作。
目前，
全区共办理异地申领业务 313 笔。
实行小型汽车驾驶证异地分科目考
试。申请人报考小型汽车驾驶证已通过
部分科目考试后，
因工作、
学习、
生活等原
因居住地变更到外地的，
可以在全国范围
内申请变更一次考试地点，
西藏也于6月1
日顺利与全国同步开展相关工作。目前，
全区共有33人申请异地分科目考试。
落实车辆转籍信息网上转递工作。
申请人可以直接到车辆迁入地车管所申
请并办理车辆注册登记相关业务，无需

再回迁出地验车、
提取纸质档案。目前，
拉萨市作为全区唯一车辆转籍信息网上
转递工作试点城市，经过前期充足的准
备和相关业务测试，6 月 1 日已实现与全
国其他试点城市之间车辆转籍信息网上
转递转籍工作。我区其他市（地）学习和
借鉴拉萨成功经验做法，力争在 2019 年
底前全部实现车辆转籍信息网上转递。
我区各市（地）交警支队车管所已
于 6 月 1 日顺利与全国同步开展实行大
中型客货车驾驶证省内异地申领工
作。目前，全区共有 52 人申请。另外，
我区各市（地）交警支队车管所已将实
行摩托车全国通检和 6 年免检工作业务
下放至各县（区）公安局交警大队车管
所。6 月 1 日顺利与全国同步开展相关
工作。目前，
全区共完成业务 166 笔。

落实
“5 项服务便捷快办”
简化机动车抵押登记手续。对商
业银行、汽车金融公司申请抵押、解除
抵押登记时，提交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
复印件作为身份证明，营业执照复印件

和主合同、抵押合同可以使用电子印
章。对营业执照复印件、电子印章真实
性有异议的，可以由省级或市（地）级公
安交管车管部门一次性比对营业执照
原件、公章式样，并留存影印件，发放至
每个业务办理网点用于办理业务时核
对。严禁以原件审核或备案审查为由，
设置门槛、增加条件、搞变相审批。我
区各市（地）交警支队车管所已将此业
务下放至各县（区）公安局交警大队车
管所。并于 6 月 1 日顺利与全国同步开
展相关工作。目前，全区银行备案 20 家
（其中，拉萨 5 家、林芝 15 家）、汽车金融
公司备案 30 家（其中，拉萨 19 家、林芝 11
家）、业务办理 201 笔。
我区各市（地）交警支队车管所已
于 6 月 1 日顺利与全国同步开展扩大使
用原号牌号码范围相关工作。目前，全
区共办理业务 53 笔。推进在机动车销
售企业设立交通管理服务站，发放临时
行驶车号牌，方便群众购车、领取临牌
后即可上路行驶。西藏已于 6 月 1 日顺
利与全国同步开展实行机动车销售企

业代发临时行驶车号牌相关工作。目
前，全区 5 家 4S 店机动车登记服务站稳
定投入使用、各汽车销售企业代发临牌
10000 余笔，极大地方便了办事群众。
全面推行车辆购置税信息联网措
施。各地办理车辆注册登记业务时，网
上核对税务机关提供的购置税电子信
息，群众不需再提交纸质购置税完税或
免税证明，
《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副本
不再列入机动车档案材料，在机动车档
案资料目录中备注“联网核查”。目前，
全区完成业务 1129 笔。
另外，自治区公安厅交管局科技部
门确立了建设模式，制定了《西藏自治
区公安厅公安交通管理局 12123 语音服
务平台项目建设方案》，目前正在推进
相关建设工作，力争于 2019 年底完成。
自今年 6 月 1 日，我区通过与全国同
步实施公安交管“放管服”10 项措施以
来，进一步落实减证便民、放管并重，推
动落实“就近办、马上办、网上办”等改
革措施，切实提高了服务人民和经济社
会的能力水平。

招标代理、设计、
监理摇号抽取公告
一、抽取条件
本招标项目那曲某部队巴青中队营区营房综合整治工程、
那曲支队清洁能源改造项目、基层中队坡屋面改造项目、军车定
点维修项目由相关部门批准建设。招标人为那曲某部队，建设
资金为部队资金，项目已具备选取条件，现对该项目的工程建设
和设备采购招标代理摇号抽取，选定招标代理承包人。
二、项目概况及招标范围
1、项目内容：①巴青中队营区营房综合整治工程代理项目；
②那曲支队清洁能源改造项目代理项目；③基层中队坡屋面改
造项目代理项目；④军车定点维修项目代理项目；⑤巴青中队营
区营房综合整治工程、基层中队坡屋面改造设计项目；⑥巴青中
队营区营房综合整治工程、那曲支队清洁能源改造项目、基层中
队坡屋面改造项目监理项目共计 6 个项目；
2、建设地点：那曲市；
3、资金来源和落实情况：部队资金，已落实；
4、招标代理工作内容：做好招投标、施工中造价咨询服务、
结算审核，配合军队审计机构抽审复核等相关工作；

5、设计工作内容：提供单体效果图、设计预算和工程量清
单，并在施工期间提供全程设计后续服务，派驻建筑、结构工程
师各一名常驻工地进行服务，协助建设方、监理方进行基础验
槽、阶段及竣工验收、变更与紧急情况处理等工作；
6、监理工作内容：工程施工及质量保修期全过程监理，包括
各阶段质量、进度、投资控制，安全、文明施工、信息、合同管理及
现场施工协调。配合委托人进行工程结算和审计工作。
三、报名人资格要求：
1、报名单位必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单
位，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2、报名单位具有提供本次招标项目所有要求的服务能力。
具有建设项目招标代理、造价咨询经验和良好业绩；
3、招标项目负责人具有多年从事行业资质，主持建设项目
招标、造价咨询的工作经历。服务期内的工作人员相对稳定；
4、报名单位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
录。
四、报名资料的获取

凡有意参加报名者于 2019 年 6 月 13 日至 2019 年 6 月 17 日，
每天 9:30—12：30，15：30—18：20（北京时间，星期六、天正常上
班）请携带以下资料原件及复印件（复印件加盖公章）报名。
1.单位介绍信、企业法人委托书及被委托人身份证；
2.资质证书及营业执照副本原件；
3.区外企业备案证书（按藏建市管函【2013】119 号）；
4.近三年度完成工程招标的合同或有效证明材料。
五、报名文件的递交
摇号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六、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西藏商报》发布。
七、联系方式
招标人：那曲某部队
联系人：戈先生 杜先生
联系电话：17789961269 13908982354
地址：西藏那曲地区那曲县那曲镇火车站旁物流中心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