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升地方标准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

海南公开征求意见规范制修订工作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

端记者 徐明锋冤 10月 14日上午袁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始公开征
求叶地方标准制修订工作规范渊征求
意见稿冤曳意见遥
商报记者了解到袁 为进一步规

范我省地方标准制修订工作袁 根据
叶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
海南省 2021年第二批地方标准制
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曳的要求袁由海
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修订的
叶地方标准制修订工作规范曳已完成

起草工作并形成征求意见稿遥
据介绍袁通过对叶地方标准制修

订工作规范曳开展修订工作袁进一步
明确海南省地方标准的管理要求袁
规范地方标准制修订工作袁 提升地
方标准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袁 通过

标准化建设袁 提升海南自由贸易港
生产尧经营尧管理和服务标准化水平遥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表示袁
有关单位和个人于 11月 15日前将
修改意见反馈至该局标准化处邮箱
bzh65310955@163.com遥

08便民/服务 2021. 10. 15 星期五 责编/李明明 美编/王琴

电子驾驶证将通过全
国统一的 野交管 12123冶APP
发放袁 推广应用城市的驾驶
人可以登录 野交管 12123冶
APP袁 按照提示流程申领电
子驾驶证遥需要提示的是袁申
请人的驾驶证应当在有效期
内袁驾驶证存在扣留尧暂扣尧
逾期未体检尧逾期未审验尧公
告停止使用等情形的袁 将无
法申领电子驾驶证遥

首次申领电子驾驶证
时袁野交管 12123冶APP 将自
动调取申请人已留存的照
片作为电子驾驶证照片袁电
子驾驶证生成后袁可以自愿
选择是否更换照片遥 对没有
留存照片的袁野交管 12123冶
APP 将提示申请人通过手
机拍照或者相册选择的方
式提交电子照片袁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审核后袁用于
生成电子驾驶证遥 按照电子
照片不同类型袁申请电子驾
驶证分为 猿种情形院

渊一冤使用已留存的照片
申领遥 对信息系统已留存的
照片符合要求的 袁 野交管
12123冶APP将提示申请人可
以使用留存照片申领电子驾

驶证遥申请人确认后袁经实人
认证通过袁野交管 12123冶APP
将生成电子驾驶证袁 并推送
申请成功信息遥

渊二冤使用手机拍照的
照片申领遥 对信息系统无符
合要求留存照片的袁申请人
可通过拍照方式提交电子
照片袁申领电子驾驶证遥 提
交照片后袁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将在 1 个工作日内
进行审核袁 对符合要求的袁
野交管 12123冶APP将生成电
子驾驶证袁并推送申请成功
信息遥 需要提示的是袁请认
真阅读照片拍摄须知袁选择
白色背景袁 着深色衣服袁请
他人拍摄遥

渊三冤使用相册的证件
照片申领遥 对信息系统无符
合要求留存照片的袁除拍照
方式提交电子照片外袁还可
以在手机相册中选择证件
照片袁 用于申领电子驾驶
证遥 提交证件照片后袁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在 1
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袁对符
合要求的 袁 野交管 12123冶
APP将生成电子驾驶证袁并
推送申请成功信息遥

20日起各市县陆续启用电子驾照
可错峰网上申领 申领方式和要求寅

省交警总队提醒院为保证电子驾驶证
及时尧顺利发放袁请各位驾驶人对照本地
启用时间安排错峰通过全国统一的野交管
12123冶APP申领电子驾驶证袁避免集中申
领造成系统拥堵曰启用公安部统一版的机
动车电子驾驶证后袁原先海南部分市县自
行部署的电子驾驶证停止使用遥
据介绍袁驾驶人申领到的电子驾驶证

在全国范围内有效袁 可以在办理交管业
务尧接受执法检查时出示使用袁并可以拓
展客货运输尧汽车租赁尧保险购置等社会
应用场景遥

为确保驾驶证电子化顺利推广应
用袁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专题部署推进袁制
定配套方案袁组织升级系统袁强化指导督

导袁确保改革措施落地落实遥 海南公安交
管部门也进一步细化方案袁精心筹备袁认
真做好各项实施准备工作袁 保证电子驾
驶证顺利发放袁不断推进简政放权尧减证
便民袁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袁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大局遥

据了解袁自今年 9月 1日起袁公安部
在全国第一批推广应用驾驶证电子化尧二
手车异地交易登记尧野交管 12123冶APP核
发货车电子通行码尧交通事故证据材料网
上查阅等 4项野我为群众办实事冶公安交
管便利措施遥 4项新措施推广应用 1个月
以来袁已惠及 1700多万人次袁减少群众企
业办事费用 5.6亿元遥
音推行二手车异地交易登记袁实行车

辆档案网上转递袁 实现一地交易开票尧一
地查验车辆尧一地登记上牌袁全国范围内
野跨省通办冶袁 目前海南已办理 1320 笔二
手车异地交易登记业务袁更好促进二手车
流通发展遥

音推行网上核发货车电子通行码袁我
省已通过野交管 12123冶APP发放 8270个袁
进一步简化申请手续袁减少纸质材料和来
回往返袁助力现代流通体系建设遥
音推行交通事故证据材料网上查阅袁

实现野现场查阅冶延伸到野网上查阅冶袁为当
事人提供更多查询渠道和便利袁进一步推
进交管政务公开遥 我省目前还没有当事人
申请网上查阅服务袁交警部门将进一步加
大宣传力度袁请大家广泛宣传告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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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记者 鲁启兰冤 近日袁海口市将向
社会公开遴选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
构参与校内课后托管服务袁 通过合
理利用校内外资源袁 提升学校课后
服务水平袁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袁进
一步做好义务教育课后服务工作遥
本次遴选范围包括体育 渊或体

育与健康冤尧艺术渊或音乐尧美术冤学

科以及综合实践活动 渊含信息技术
教育尧劳动与技术教育冤等非学科类
校外培训机构遥该类机构可在 10月
15日至 22日进行自主申报袁 相关
部门将对申报材料进行联合评审袁
并于 10月底前在海口市教育局官
方网站公布遴选结果遥
根据要求袁 参与遴选的校外培

训机构须持有有效期内的办学许可

证尧 营业执照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
记证遥 当年度年检合格袁信誉良好遥
并且课程内容有特色袁 授课教师有
资质袁课程实施有保障遥还要贯彻国
家教育方针袁愿意承担社会责任袁助
益学生素质发展袁坚持公益普惠袁不
以营利为目的遥
据悉袁 教育部门对参与校内课

后服务的校外培训机构实行动态管

理袁 将结合课后服务需求每年组织
1至 2次遴选工作遥 同时建立评估
退出机制袁对出现服务水平低下尧恶
意在校招揽生源尧 不按规定提供服
务尧 扰乱学校教育教学和招生秩序
等问题的培训机构袁 坚决取消培训
资质遥经公开遴选袁符合遴选要求的
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袁 学校可选
择使用参与课后服务遥

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 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

海口将遴选一批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

观澜湖电影公社启动
野海口市民日冶惠民活动
这两个周末
可五折游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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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辉 摄影报道冤 台风 野圆规冶刚
呼啸而过袁 观澜湖华谊冯小刚电影公
社的惠民活动将在本周六 野如约而
至冶遥 野市民日冶首次启动袁在 16要17尧
23要24日这两个周末袁市民朋友可以
低至半价游电影公社遥

据悉袁本周末和下周末袁海口市
民凭本人身份证或公安机关核发的
居住证或临时居住证袁可享受电影公
社低至 5折的购票优惠遥具体优惠为
单景区尧双景区尧三景区全部 5折遥市
民朋友购买一天的票袁两天内本人都
可以入园袁白天出了景区袁当日晚上
也可入园遥
除了海口之外袁 电影公社 野市民

日冶将在全省各市县全面铺开袁届时各
市县的市民朋友也可凭身份证 5折优
惠购票入园遥海口观澜湖表示袁接下来
还会继续优化整合园区资源袁 推出一
系列价廉物美的旅游产品袁 满足市民
游客日益增长的旅游需求袁 推动海南
海口旅游业高质量发展遥

为保证顺利申领尧使用
电子驾驶证袁申领时野交管
12123冶APP 会提示申请人
电子驾驶证电子照片拍摄
或上传的要求袁请在申请前
认真阅读遥

1.背景白色尧拍照环境
光线均匀袁 申请人坐姿端
正袁双肩水平袁表情自然袁正
视镜头遥

2.着深色衣服尧免冠袁头
发不遮盖面部尧耳朵袁发型
不凌乱尧蓬松袁不化浓妆袁不
着制式服装袁 不戴口罩尧墨
镜尧帽子尧围巾尧饰品遥

3.不得衣衫不整尧着过
于暴露服饰袁 不作夸张姿
势袁不打手势袁不眨眼睛遥

4.不得上传不符合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袁违反社
会主义道德风尚尧违背社会
公序良俗的标识尧 数字尧字
母尧文字等有关内容遥

5.不得上传违反中华人
民共和国法律尧法规及政策
规定的有关内容遥

6.应上传近 6个月内的
证件照片袁不得对人像特征
进行技术处理袁不得使用合
成相片遥

交警提示袁 请严格按照
要求拍摄和上传照片袁避免过
度修图袁对恶意上传尧使用违
规照片的袁公安交管部门将停
止电子驾驶证申请使用袁并将
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陈勇合冤 10月 14日袁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从海
南省交警总队获悉袁根据公安部交管局部署袁海南全省范围自 10月 20日起陆续推广应用
驾驶证电子化袁具体计划为 20日起海口市启用曰23日起三亚尧文昌尧琼海尧万宁尧定安尧澄迈尧
临高尧屯昌启用曰26日起儋州尧洋浦尧昌江尧东方尧乐东尧白沙尧琼中尧五指山尧陵水尧保亭启用遥

申领方式和要求

电子照片拍摄或上传要求

银电子驾驶证样证 银阅读须知并选择拍照或上传照片 银拍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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