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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管知识

“十类交通违法”
曝光台

▼“非机动车逆向行驶”的部分违法行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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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机动车闯红灯”的部分违法行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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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横过机动车道”的部分违法行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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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翻越隔离护栏”的部分违法行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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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闯红灯”的部分违法行为人

陈*俊 5321281986******4X
张*俊 3717212005******9X
吴*明 3424251973******10
汪*稳 3424251974******37
王*强 3416221965******13

“您好，请出示驾驶证和行驶
证。”9月10日11时，交警支队经开
大队组织警力在五湖大道大通路路
口设卡，对工程运输车开展集中整
治行动。在行动中，民警发现一辆
工程运输车存在超载嫌疑，随即将
其带至治超站过磅称重。经称重，
该车存在超过核定载质量50%以
上未达100%的违法行为。根据相
关法律规定，交警部门对驾驶人处
以罚款1000元、驾驶证记6分的
处罚。

“我们专门组建了一支‘尖刀
队’，对工程运输车违法较多的路

段、时段开展常态化执法行动，对
涉嫌超限超载、非法改装、闯禁区
的工程运输车逢疑必查必检。”交
警支队经开大队民警钱晓鸣说。依
托公路超限检测站（点），公安交警
联合交通运输、城管等部门，采取

“固定+流动”联合治超机制，严打
工程运输车超限超载违法行为。同
时，交警部门全面开启我市工程车
273个点位抓拍工作，24小时对工
程运输车闯禁区、闯红灯等违法行
为抓拍，并采用“移动测速仪”、无
人机等科技装备，联合地面交警铁
骑，“空地一体”强化违法查处。

■路面管控“严”，强化执法震慑

“为督促企业落实安全主体责
任，交警部门每月对工程运输企业
安全管理情况进行评价并确定‘红
黑榜’，对红榜企业进行表扬，对黑
榜企业落实惩戒措施。”交警支队车
管所民警虞晓琪说，今年8月共有
14家工程运输企业上了“黑榜”，主
要是闯红灯、严重超载的交通违法
行为多发，还有3起是所属车辆发
生同责及以上道路交通亡人事故。
对这些“黑榜”企业，交警部门落实
惩戒措施，对首次列入黑榜的工程
车企业，停发该单位30%的准行
证；连续2个月列入“黑榜”的，将停
发50%的准行证；连续3个月列入

“黑榜”的，停发所有准行证，这些举

措旨在倒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
与此同时，交警部门还从车型

和驾驶人的角度强化安全治理。一
方面，严格落实工程车“六统一”管
理要求，推行轻量化车型，从车型
上压缩工程车超载空间，从源头上
杜绝超限超载情况。另一方面，先
后开展“百团进百万企业千万员
工”安全生产宣讲，对因严重违法
突出、发生道路交通亡人事故等原
因被纳入“黑榜”的40家工程运输
企业负责人进行宣讲授课，组织集
中学习警示教育、观看违法事故视
频、参加交通文明志愿劝导等方
式，真正让工程运输企业和驾驶人
知敬畏、存戒惧。 （杨柳）

■隐患排查“细”，筑牢源头防线

近日，有驾驶员行驶到华清大
道梁东路至和风路路段时，发现现
场新增了一块“5t以上货车靠右行
驶”的蓝色交通标志。这是我市交
警部门首次在城市道路对货运车
辆实施“靠右行驶”的交通管理措
施。今后，货车行驶该路段时，除
必要的超车行为外，必须靠右侧车
道行驶。此举旨在提高道路通行
效率，减少交通事故发生。

“标志牌虽小，但它对提升行
车安全和通行秩序有极大益处。”
交警支队秩序大队民警钱国豪
说。为避免大型车辆右转弯时与
正常行驶的非机动车、行人发生
碰撞，交警部门多措并举，积极探

索长效管理机制。今年5月，交警
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实施黄牌货车

“右转停车让行”管理措施，在全
市282个路口安装“停车让行”标
志，设置右转弯硬隔离措施和大
中型车辆右转弯停车观察区，并
加强电子监控抓拍和现场查处力
度。同时，在车辆两侧统一安装

“转弯盲区、注意避让”警示标牌
和语音提示，提醒非机动车、行人
与车辆保持距离，避免发生“包饺
子”式的交通事故。自开展大型
车辆“右转必停”专项整治行动以
来，大型车辆右转弯交通事故起
数、亡人数环比分别下降57.1%、
80%，取得明显成效。

■标志标牌“亮”，规范行车秩序

为进一步增加“一老一小”及农村交通参与者交通安全意识、
出行风险防范意识，近日，无锡公安交警部门深入到社区、企业、
学校等重点区域，开展面对面宣传教育。 （陈伟、邵薇 摄）

从2022年6月17日起，江苏省取消对
符合国五排放标准非营运小微型载客汽车
的转入限制。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按照
《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令第164号）依
法开展机动车登记，并主动会同商务、生态
环境等部门，全面落实二手车交易登记“跨
省通办”等便民措施，进一步便利二手车交
易登记，促进二手车流通。

省外国五非营运小微型载客汽车转入
无锡的，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一、省外国五非营运小微型载客汽车
在无锡交易的。

1、新车主可以直接向无锡车辆管理所
（机动车登记服务站）申请转让登记，不需

要再回原车辆注册地验车、提取纸质档，机
动车电子化档案资料将通过网络转递至无
锡，新车主只需凭本人身份证、二手车销售
统一发票、登记证书、行驶证就可办理，车
管所将查验车辆，回收号牌，制作新行驶
证，签注登记证书。

2、新车主也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申请
二手车转籍，上传在无锡交易的二手车交
易发票，无锡车管所将对申请进行审核，对
符合规定的，由系统自动通知原注册登记
地车辆管理所制作机动车电子化档案资料
并转递；对不符合规定的，将不予受理申
请，并通过互联网平台、短信告知不予受理
原因。

预受理通过的，新车主可凭本人身份

证、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登记证书、行驶
证，到无锡任意一家二手车登记服务站办
理电子档转移转入业务，查验车辆，并回收
号牌，制作新行驶证，签注登记证书。

二、机动车在原注册登记地车辆管理
所交易或者因其他原因所有权发生转移，
向原注册登记地车辆管理所提出申请的。

新车主需要先在原注册登记地车辆管
理所申请转让登记，查验车辆，凭新车主身
份证明、机动车所有权转移的证明凭证（发
票等证明凭证）、登记证书、行驶证办理相关
业务，并回收号牌及机动车所有权转移的证
明凭证，核发有效期不超过30天的临时行
驶号牌，行驶证不回收。机动车电子化档案

资料将通过网络转递到无锡车管所。
新车主需要再前往无锡任意一家二手

车登记服务站办理转入业务，查验车辆，凭
新车主身份证、登记证书、行驶证办理业
务，并回收行驶证，制作新行驶证，签注登
记证书。

交警提醒：在办理省外国五及以上排
放标准非营运小微型载客汽车转入业务
时，属于国产车的，业务窗口凭合格证载
明的排放标准办理业务；属于进口车的，
车主需到环保部门查询，由环保部门出具
证明报告。凡非营运小微型载客汽车转入
无锡的，只要在检验有效期内的，不再需
要转入尾气检验，其他车辆转入办理规定
不变。 （郭育宗）

“国五”车如何从外省转入无锡？看这里！

金秋时节，我市重点工程项目建设
抢抓施工“黄金期”，工程运输车通行需
求明显加大。为有效遏制工程运输车交
通违法和交通事故多发态势，无锡公安
交警以“抓源头、强执法、推共治”为基
础，多部门协同共治，全面开展工程运输
车综合治理专项行动，对我市工程运输
车通行管理立下“无锡规矩”。自9月6日
以来，全市共现场查处工程运输车各类
交通违法1875起，其中超限超载354起、
闯禁区1124起、非法改装42起、闯红灯
21起，有效净化了道路交通环境。

抓源头、强执法、推共治

公安交警对工程运输车管理树立

无锡规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