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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公告
下列车辆已达到报废年限，请车主尽快到西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法制大队（玉树路28号）进行处理。公告3个月后若逾期不来的，我队将强制报废。

西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法制大队
2018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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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5280
A62151
A71861
A52756
A35576

A35526

A35569

A35069

A35216

A35350

A35059

A35035

A35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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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识别代号

LZYTDTDF5E1059164
LGF18AJJ9EF141879
LZYTNTF68F1075919
LZYTGTC29F1073544
LZYTGTC20F1073545
LKLR1CSA6AA542460

LKLR1CSA1AA542463

LKLR1CSA6AA542457

LKLR1CSAXAA542462

LKLR1CSA9AA542453

LKLR1CSA0AA542454

LKLR1CSA3AA542450

LKLR1CSA3AA542464

LKLR1CSA5AA542451

LKLR1CSA8AA542461

车辆类型

大型普通客车

大型普通客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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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客运

公路客运

公路客运

公路客运

公路客运

公路客运

公路客运

公路客运

机动车所有人

青海省第二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青海省第二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青海省汽车运输集团运输有限公司

青海省第二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青海省第二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青海省汽车运输集团运输有限公司

青海省汽车运输集团运输有限公司

青海省汽车运输集团运输有限公司

青海省汽车运输集团运输有限公司

青海省汽车运输集团运输有限公司

青海省汽车运输集团运输有限公司

青海省汽车运输集团运输有限公司

青海省汽车运输集团运输有限公司

青海省汽车运输集团运输有限公司

青海省汽车运输集团运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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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1-31
2018-01-31
2018-01-31

2018-01-31

2018-01-31

2018-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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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1-31

2018-01-31

2018-01-31

2018-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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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报废期止

2030-01-22
2030-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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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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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状态

违法未处理

正常

违法未处理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住所详细地址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昆仑路37号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昆仑路37号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南川东路67号44
幢1-2层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昆仑路37号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昆仑路37号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南川东路67号44
幢1-2层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南川东路67号44
幢1-2层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南川东路67号44
幢1-2层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南川东路67号44
幢1-2层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南川东路67号44
幢1-2层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南川东路67号44
幢1-2层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南川东路67号44
幢1-2层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南川东路67号44
幢1-2层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南川东路67号44
幢1-2层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南川东路67号44
幢1-2层

手机号码

13897499439
13897499439
15897072667
13519784568
13519784568
13649788127

13897321318

15597269249

13897720554

13909783290

13299822078

13897483921

18997308481

15297172540

13897325472

据中新网1月8日电 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印发关
于规范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
接结算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要
求，加快扩大基层定点医疗机构覆
盖范围，2018年 2月底前，确保每个
县区至少有 1家跨省异地就医定点
医疗机构。

通知提到，在全国范围内推进
基本医保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
直接结算，是 2017 年《政府工作报
告》明确的重点任务和民生承诺。

通知要求，加快扩大基层定点
医疗机构覆盖范围。2018年 2月底
前，确保每个县区至少有 1 家跨省
异地就医定点医疗机构。鼓励有

条件的省份，采取有效措施，推进
异地就医需求人员多的乡镇的医
疗机构接入。

通知要求，各地要做好跨省异
地就医直接结算备案管理等有关
工作，切实精简备案手续，优化备
案流程，扩充备案渠道，积极创造
条件，为参保人提供窗口、网站、电

话传真、手机 APP 等多种服务渠
道，方便群众备案。修订《关于做
好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医住
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工作的通知》
附件 1“省(区、市)跨省异地就医登
记备案表”。规范备案有效期限。
参保地需在 2018年 2月底前落实直
接备案到就医地市或省份的要求，

可参考《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就
医地行政区划代码关联对照表》(从
部级协同管理平台下载)，做好就医
地行政区划代码的关联工作。严
格跨省异地就医退费管理。充分
发挥预付金的作用，用好用活预付
金。明确异地就医跨年度费用结
算办法。

加快扩大 医疗机构覆盖范围跨省异地
就医定点

他他 之石之石山

人社部、财政部印发通知

据新华社武汉1月5日电 在神农架国
家公园的严格保护区内违规建设设施的，
处 50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罚款。这是近
日由湖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的《神农架国家
公园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中的明
确规定。

《条例》规定，在神农架国家公园各分
区内开展活动，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严格保
护区内，禁止建设任何生产经营设施；生态
保育区内，允许建设必要的保护和科研监
测的建筑物和构筑物，禁止建设生产经营
设施；游憩展示区内，经批准允许建设必要
的餐饮、游憩、住宿等基础设施，开展参观、
旅游等活动，禁止进行大规模开发，禁止建
设污染环境、破坏资源和景观的生产经营

设施，禁止开展与保护方向不一致的参观、
旅游等活动；传统利用区内禁止从事对自
然生态系统有影响的生产经营活动。

对于违反规定的，《条例》指出，除由国
家公园管理机构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
采取生态修复措施，没收违法所得，还要按
照规定予以处罚。

其中，在严格保护区违规建设设施的，
处 5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罚款；在生态
保育区建设生产经营设施的，处 20万元以
上 50万元以下罚款；在游憩展示区进行大
规模开发或者建设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或
者景观的生产经营设施的，处 20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罚款。

《条例》自 2018年 5月 1日起施行。

强化神农架国家公园保护
违规建设最高可罚款百万元

湖北

据新华社杭州1月7日电 针对共享单
车过量投放、管理缺失、处罚缺位等问题，
浙江省义乌市近日正式实施《互联网租赁
自行车停放秩序管理考核办法》（以下简
称《考核办法》），对共享单车运营企业实行

“红黑榜”，连续两个月考核分数低于 60分
的企业将被清退出义乌市场。

共享单车自去年 8月开始入驻义乌以
来，规模呈“井喷式”增长。到目前，在义乌
投放的共享单车数量超 11万辆，但运维人
员仅百余人。共享单车的管理成一大难
题。为此，义乌市出台《考核办法》、建立约
谈制度、创建严管示范区、开展诚信体系建
设等，以加强共享单车的管理。

考核内容分为企业运营与路面检查，
是否有专职运维团队、是否及时维护等内
容纳入考核范围，考核不达标的，将受到每
条 0.5分到 10分不等的扣分。

每月考核分数低于 80分的企业，其管
理示范区内乱停车辆由市执法局直接进行
暂扣处理；每月考核分数低于 70 分的企
业，其管理示范区内所有车辆由市执法局
直接进行清理；1个月考核分数低于 60分
的企业给予红牌警告，连续两个月考核分
数低于 60分的企业将被清退出义乌市场。

此外，义乌还设置共享骑行“门槛”，接
轨市信用平台，对不按规范停车、恶意丢弃
损坏车辆行为，计入信用记录。

浙江义乌

设共享单车“红黑榜”将清退不合格企业

据新华社北京１月７日电 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推进城
市安全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
求促进建立以安全生产为基础的综合性、
全方位、系统化的城市安全发展体系，全面
提高城市安全保障水平。

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有关负
责人介绍，根据意见，到 2020年，将建成一
批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的安全
发展示范城市；到 2035年，将建成与基本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安全发展城
市；持续推进形成系统性、现代化的城市安
全保障体系，加快建成以中心城区为基础，
带动周边、辐射县乡、惠及民生的安全发展
型城市。

《意见》明确，要严密细致制定城市经济
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及城市规划、城市综合
防灾减灾规划等专项规划，居民生活区、商
业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港区以

及其他功能区的空间布局要以安全为前
提；加强城市棚户区、城中村和危房改造过
程中的安全监督管理，严格治理城市建成
区违法建设；完善高危行业企业退城入园、
搬迁改造和退出转产扶持奖励政策。

要建立城市安全风险信息管理平台，建
立大客流监测预警和应急管控处置机制；
加强广告牌、灯箱和楼房外墙附着物管理，
严防倒塌和坠落事故；加强老旧城区火灾
隐患排查，推行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经理人
或楼长制度，建立自我管理机制。

要将生产经营过程中极易导致生产安
全事故的违法行为纳入安全生产领域严重
失信联合惩戒“黑名单”管理，完善城市社
区安全网格化工作体系；同时国务院安全
生产委员会将负责制定安全发展示范城市
评价与管理办法，拟定命名或撤销命名“国
家安全发展示范城市”名单。

促进城市安全发展体系建设

中办、国办出台意见

据新华网北京1月8日电 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连维良在 2018全国春运
电视电话会议上指出，初步预计，今年春运
全国旅客发送量将达到 29.8亿人次，与去年
基本持平，增速较前几年明显放缓。但客运
结构发生了变化，预计铁路、民航分别增长
8.8%和 10%，仍保持较快增速。

2018年春运将于 2月 1日开始到 3月 12
日结束，共计 40天。1月 8日，国家发改委、
公安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交通运输
部、安全监管总局、铁路局、民航局、铁路总
公司、总工会、团中央、中央军委后勤保障
部等 11 个部门和单位，在北京联合召开

2018全国春运电视电话会议。
会议指出，今年春运呈现一些新特点：

一是客运总量增速放缓，铁路、民航依然保
持较快增长；二是随着一批铁路新线开通运
营，川渝、西北等方向运输紧张状况有所缓
解；三是节前客流相对平稳，节后探亲、学
生、务工等客流叠加；四是自驾车出行数量
快速增长，保障道路安全畅通的任务加重。
五是入冬以来煤炭、粮食运输需求旺盛，运
力安排需以客为主、客货统筹。

会议要求，各部门针对以上新特点制定
措施积极应对。

国家发改委

预计今年全国春运将发送旅客29.8亿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