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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施翔）7 月 31 日，记者从全
省“阳光警务”平台上线仪式暨公安机关30项

“放管服”改革措施发布会上获悉，为践行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适应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向往的需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公
安部和省委省政府的安排部署，省公安厅在
前两年推出的 70 多项“放管服”措施的基础
上，再次推出30项新的“放管服”改革措施。

1.设立虚拟地名，解决无标准地名房屋落
户问题

对于因住宅小区未确定标准地址信息，
无法迁入房屋地址落户的已入住群众，可通
过公安机关设置的虚拟地名办理落户手续。

2.设立“社区家庭集体户”，并扩大“租赁
房屋”落户范围，解决无个人产权房屋人口落
户问题

对于长期在自建房或租赁房屋内居住，
且符合条件的群众，可在公安派出所设立“社
区家庭集体户”申请落户。

3.解决群众购买二手房后原房主户口迁
出难问题

对于购买二手房后，因原房主户口未迁
出，新房主无法落户的群众，可申请将原房主
户口迁至“社区家庭集体户”。

4.进一步放宽子女投靠父母落户限制
对市外、县外或省外户籍人口与父母（系

青海籍城镇居民）共同居住，在公安机关办理
暂住登记满1年的，可申请投靠父母落户，其
配偶和未婚子女可随迁。

5.进一步放宽引进人才落户限制
凡具有任职资格的专业技术人员、技师，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人员，符合《青海省引进
人才智力实施办法》《青海省“高端创新人才
千人计划”》的引进人才、非物质文化传承人，
以及人社部门发布的我省急需的职业技术工
人、技师以及获得各类省级以上荣誉称号的
人员，可直接在人才交流中心落户。有合法稳
定住所的，其配偶、未婚子女还可随迁落户。

6.进一步放宽学历落户限制
凡有意愿在我省城市（镇）就业、创业的

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中等职业学校（含技
校）或具备国民教育同等学历，且符合年龄要
求的人员，可直接在人才交流中心落户。有合
法稳定住所的，其配偶、未婚子女还可随迁落
户。

7.减少群众办理落户需要提交的证明材
料

对于在办理户籍业务时需要证明未婚和
未就业情况的群众，只需提供个人书面承诺
书即可。

8.兜底解决无户口人员问题
对于出生未落户、户籍信息遗失、户籍信

息被删除等原因的无户口群众，公安机关将
分别履行落户审批程序，做到应补尽补，使每
位群众都能依法登记一个常住户口、拥有一
张身份证件。

9.省内户口迁移和群众变更姓名审批权
限下放至公安派出所，减少审批层级

对于办理省内迁移户口的群众，只需到
迁入地派出所申报，无需在迁入、迁出地之间
往返，也不需要到县级公安机关审批。对变更
姓名的群众，不需要再前往县级公安机关审
批，可在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内一次办结。

10.代做暂住登记工作
对接教育部门，为非本地户籍的大中专

院校、职校学生代做暂住登记工作。
（以上10项措施待有关部门批准后即全

面实施）
11.申请材料“四个减免”
西宁地区群众自8月1日起，其他地区群

众自9月1日起，可享受交管事项办理申请材
料免复印、免填表、免拓印、免提交四项服务。

12.对18类业务一证即办
西宁地区群众自8月1日起，其他地区群

众自9月1日起，办理补换领驾驶证等18类车
驾管业务，凭本人居民身份证明可享受一证
即办服务。

13.普通业务一窗通办
西宁地区群众自8月1日起，其他地区群

众自9月1日起，可享受办理车驾管业务“只进
一扇门、只到一个窗口办结”快捷服务。

14.个性服务自助快办
西宁地区群众自8月1日起，其他地区群

众自9月1日起，可通过不断部署推广的自助
服务终端，自助办理补换领驾驶证等业务，并
可自主选择证照窗口取件或邮寄送达。

15.拓展网上服务覆盖面
西宁地区群众自8月1日起，其他地区群

众自9月1日起，可通过“阳光警务”平台、“交
管12123”手机APP等渠道在网上办理机动车
选号等业务，并申请牌证邮寄送达服务。

16.社会服务网点代办
西宁地区自8月1日起，其他地区自9月1

日起，新购车群众可通过汽车销售商等单位
代办新车注册登记等车驾管业务，并享受购
车、选号、投保、缴税“一站式”服务。

17.延伸农村交管服务
西宁地区自8月1日起，其他地区自9月1

日起，全省将有50%以上县级车管所开展车驾
管业务办理。同时，依托乡镇政务服务网点，
陆续增设新的办事窗口，代办摩托车登记、补
换领驾驶证等业务。

18.实行网上申领免检标志
西宁地区自8月1日起，其他地区自9月1

日起，可在通过互联网服务平台验证交强险
后，直接申领6年内免检车辆的免检标志，无
需签注行驶证。

19.驾驶人审验教育和满分教育网上学习
待公安部交管局统一部署后，我省群众

可通过网络自行参加审验教育和满分教育。
20.试点推行非营运小微型载客汽车档案

电子化网上转递工作
待公安部交管局统一部署后，我省群众

办理非营运小微型载客汽车迁出登记地，不
再需要提取纸质档案；办理车辆转籍的，可直
接到车辆迁入地车辆管理所申请，无需返回
迁出地验车。

21.交通事故网上处理
自9月1日起，在全省范围内推进与法院、

保险机构的数据信息共享，推动实现车损事
故网上处理。

22.推进交通事故快处快赔
自9月1日起，全省各地群众可通过“交管

12123”手机APP，实现轻微财产损失交通事故
快处快赔。

23.建立警邮合作平台
自9月1日起，全省各地群众可通过邮政

网点代办补换领驾驶证、行驶证等多项业务。
24.实现机动车异地审验
自9月1日起，全省各地群众可跨省异地

申领6年内免检车辆检验标志。除大型客车、
校车、危险货物运输车外，在机动车登记地以
外的省（区、市）申领检验合格标志的群众，检
验合格后可直接申领，无需再办理委托检验
手续。

25.便利驾驶证省内异地申领
自9月1日起，全省各地群众可凭居民身

份证在省内异地申请小型汽车驾驶证，无需再
提交居住证或暂住登记凭证。对跨省异地工作、
生活的群众，在办理所在省任一地市居住证后，

也可直接在我省申领小型汽车驾驶证。
26.下放全省警用车辆登记查验业务
自9月1日起，需要办理警用车辆登记查

验的单位，可在所在市（州）车管所办理，无需
往返西宁。

27.下放警灯警报器使用证审批核发权限
自9月1日起，需要办理警灯警报器使用

证的单位，可在所在市（州）车管所办理。
28.进一步延伸出入境服务网点
果洛6县、玉树2县群众可在增设的出入

境受理窗口就近办理业务（待公安部审批，拟
于10月1日启用）。自9月1日起，西宁群众可
在偏远派出所、社区警务室、火车站等4个场
所设置的自助签注机，就近办理港澳团队旅
游自助签注业务。

29.下放“赴港澳定居”审批权限
自8月1日起，将“赴港澳定居”审批权限

下放至市（州）级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
办事群众可享受更快捷的办证服务。

30.进一步拓展服务方式
自8月1日起，海西油田等大型企业职工，

可享受不定期的上门办理出入境证件服务。
据介绍，对上述30项“放管服”改革措施，

全省公安机关将按照“马上办、网上办、就近
办、一次办”的要求，切实抓好贯彻落实，更好
地适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满足人民群众的
新要求。

我省再次推出30项便民措施

本报讯（记者 芳旭）7 月 30 日，中国
科学院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隆重举办中
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
与生物圈计划”国家委员会成立45周年
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与生物圈计划”国
家委员会成立40周年大会。在积极申报
和严格评审的基础上，大会宣布三江源国
家公园正式加入中国“人与生物圈计划”
国家委员会。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许
智宏为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李晓
南授牌。至此，三江源国家公园成为全国
第175个成员单位，填补了青海省在中国

“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网络中的空白。
为更好地评估和管理地球资源，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制定了两项国际计划。在
1971 年制定了《人与生物圈计划》，在
1972年制定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
产公约》。其中，“人与生物圈计划”是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1971年以来推动的
致力于改善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的一
项政府间科学计划。分为世界生物圈保
护区网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区网络
两个层面。1978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
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以来，委员
会以“生态环境美丽 人与自然和谐”为

宗旨，通过为自然保护地提供科学研
究、能力建设、宣传教育和国际合作等
途径，为相关部门提供智力支持和科技
支撑，促进自然保护地和谐发展。

此次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入中国“人
与生物圈计划”国家委员会，是我省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
环境保护重大决策的重要体现，是推进
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重要实践和
重大成果。申报的这一年来，全省上下
紧紧围绕“一优两高”战略，全面落实

“四个扎扎实实”重大要求，把生态文明
建设作为优先任务，扎实推进各项工
作，夯实工作基础，为成功申报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

三江源国家公园成功加入“人与生物
圈计划”后，将在该委员会搭建的平台中
加强与国内外自然保护区全面、现代化、
透明的交流，以及信息和数据的共享，整
合国内外科学家资源开展生态环境保护
研究和技术支援，全面加强国家公园科
技、管理和技术能力建设，推动三江源国
家公园科学建园、绿色建园、智慧建园、全
民建园、和谐建园、依法建园、开放建园的
建设目标早日实现。

本报讯（记者 一丁）自7月19日我市走入
扫码乘公交时代以来，时尚方便的扫码乘公
交车方式备受市民和外地游客好评。记者7
月31日从西宁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获悉，
随着公交刷卡机具的不断升级，从 8 月 1 日
起，我市扫码乘车的公交车路线将再增加27
条、584台公交车。

据悉，为切实做好我市的公交都市创建
工作，西宁公交集团坚持把握“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坐标，聚焦市民期待，提升公交服务
质量，紧紧围绕“安全、便捷、舒适”的服务理
念，强化企业管理，不断拓展服务功能，为市
民出行提供了优质的服务。继7月19日起我
市 1 路、3 路、9 路、22 路、2 路、47 路、4 路、20
路、34路、24路、25路、31路、26路、58路、107
路15条线路率先试运行扫码乘车后，西宁公
交集团又进一步扩大了扫码乘车适用范围，
自8月1日起，将在原有15条扫码乘车的路线
基础上再增加6路、10路、12路、14路、15路、
17路、18路、21路、23路、28路、29路、32路、33
路、35 路、36 路、40 路、42 路、63 路、71 路、72
路、85路、86路、102路、103路、105路、108路、
9001路共27条线。至此，我市扫码乘车上线
的公交线路将达到42条、扫码乘车范围扩大
到1072辆公交车。预计，今年年内西宁公交
集团将实现全市所有公交线路的全覆盖，形
成乘车方便、运转高效的公交线网服务体系，
保障市民出行便捷需求。

对于我市公交车可以支持手机扫码乘车
的新变化，市民们都觉得十分便捷。市民李
女士告诉记者，她十分庆幸能够亲身经历城
市的进步，她说她已经有一阵子没使用过现
金了，虽然有公交卡，但是偶尔也会遇到卡里
余额不足而自己又没有零钱的情况，而扫码
乘车就完全避免了没有零钱乘车的尴尬。42
条公交线路、1072辆公交车实现扫码乘车，大
大方便了市民，西宁走入扫码乘公交时代。

不说两句吗？
想第一时间掌握时事新闻吗？想与他

人分享最新、最有趣的资讯吗？您只需打
开微信关注西宁晚报微信公众号，即可轻
松掌握最快新闻。同时，晚报微信公众号
还开通评论功能，
这里有 10 多万粉丝
正在与您交朋友，
一 起 畅 评 新 闻 事
件 ， 今 日 的 热 点
是：明天起，西宁
用手机扫码乘车的
公交线路增至4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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