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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各级公安机关部门将
依法严处假牌套牌假证违法行
为，严格落实罚款、拘留处罚和
记分措施，构成犯罪的一律追究
刑事责任。对车辆有盗抢、走私
嫌疑的，一律移交刑侦、海关缉

私部门立案查处。对使用假牌
套牌期间发生的交通违法行为，
要在查明事实基础上，责令违法
行为人全部依法接受处理。

《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明

确“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
造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
证、驾驶证的，由县级公安机关处
十五日以下拘留，并由县级以上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予以收
缴，扣留该机动车，处5000元罚

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使用其他车辆的机动车登
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
标志、保险标志的，由县级以上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予以收缴，
扣留该机动车，处3000元罚款。”

行政拘留扣车还要罚5000元怎么罚

本报讯（薛文静记者张维）
10月10日，省营商办、省政府新
闻办举办“优化提升营商环境”
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目前，全
省85%以上的市县实现不动产
交易、税收、登记“一厅式办理”

“同城通办”，20个市县推行不动
产交易、缴税、登记“一窗受理、并
联办理、集成服务”，有效实现“数
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路”。

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卢勇
在介绍陕西省优化提升不动产登
记营商环境有关情况时说，截至
目前，全省已有61个县市设立了
独立的不动产登记大厅，50个县
市的不动产登记业务进驻了当地

政务服务中心，累计建成不动产
登记窗口840个，平均每天办理
不动产登记业务7000余件，办理
登记业务的排队等待时间大幅压
缩，基本能够满足企业和群众需
求。同时，增加专业力量、服务项
目，以标准化、规范化的周到服
务最大限度方便企业和群众办
理不动产登记业务。“今年以来，
对已有的57项不动产登记事项
办事流程进行全面优化精简，比
如，将查封登记、异议登记业务
流程由初审、复审、核定三次审
查优化为二审、一审，并且现场
即办即结；将预购商品房预告登
记和抵押权预告登记合并办理，

一次性收件，变二审为一审。通
过一系列优化精简，大大压缩了
办理环节”。

卢勇说，通过清理减少前置
条件，真正做到减证便民、优化服
务，坚决杜绝让老百姓为证明东
奔西跑的现象。记者现场了解
到，截至目前，我省一般不动产登
记办理，申请材料件数从平均17
件降至6件，办理时间从平均8天
缩短至4天，累计颁发不动产权
证129万余本、不动产权证明101
万余份。“尽管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不动产登记改革依然任重道
远，不动产登记制度还需不断完
善，便民服务水平、历史遗留问题

化解、互联网+不动产登记等热
点、难点问题有待进一步破解，这
些都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认
真加以研究解决。”

针对下一步工作重点，陕西
省国土资源厅不动产登记局局
长王文表示，将通过专项整治，
着力解决不动产登记工作中群
众关心的慢作为、不作为、乱作
为等问题。同时，解决历史遗留
问题，改进登记方式，提升更加
优质便捷服务，积极推进“互联
网+不动产登记”，推动实体大厅
向网上大厅延伸，力争实行网上
受理、反馈，使办理进度和办理
结果能在网上实时查询。

本报讯（记者和平）记者从
省质监局了解到，第3批省级产
品质量监督抽查，样品总体合格
率为97.32%。第3批共抽查生
产企业254家，抽取样品410批
次，经检验，合格样品399批次。

此次监督抽查产品涉及日
用及纺织品、轻工产品、建筑和
装饰装修材料、机械及安防产
品、农业生产资料、电工及材料
产品共7大类24种产品。同时，
开展了输水管等 4种工业产品
生产许可证取消发证产品质量
专项监督抽查。输水管等 4种

产品专项共抽查生产企业 84
家，抽取样品106批次，经检验，
合格样品102批次，样品总体合
格率为 96.23%。4批次产品不
符合本次监督抽查标准要求。

合格率100%的产品有：校
服、卫生纸、纸巾纸、热轧带肋
钢筋、热轧光圆钢筋、冷轧带肋
钢筋、混凝土外加剂、建筑防水
涂料、绝热用模塑聚苯乙烯泡
沫塑料（EPS）、绝热用挤塑聚苯
乙烯泡沫塑料 (XPS)、机床产
品、柴油机油、汽油机油、饲料
加工机械、输水管、机动脱粒机

共16种产品。
合格率在 70%至 89.9%之

间的产品有：课业簿册、合成树
脂乳液外墙涂料共 2种产品。
此次抽取样品20批次，经检验，
合格样品 16批次，样品合格率
为80%。4批次产品不符合本次
监督抽查标准要求，不合格样品
检出率为20%，涉及白度、封面
定量项目不合格。1家企业拒检
视为不合格。

省质监局监督处副处长张
曼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随
着冬季的临近，为了确保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省质监局正在组织
开展对电热毯、门窗用未增塑聚
氯乙烯型材、沙发、印刷机械类、
羊毛羊绒防寒服等5种产品120
批次的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工
作。同时，对建筑轻质隔墙条
板、原生镁锭、坯布、播种机械等
4种遴选产品，烟花爆竹、防火
门、消火栓箱工业用甲醇、溶解
乙炔、硫酸、危险化学品包装物、
危险化学品罐体等 8种产品开
展产品质量专项监督抽查。抽
查结束后会及时发布上述产品
监督抽查结果通报。

我省公布今年第3批产品质量抽查结果

4批次课业簿册不合格

我省开展智慧健康
养老应用试点示范

本报讯（记者张维）我省智慧健康
养老应用试点示范工作再次升级，省工
信厅、省民政厅、省卫计委就我省第二
批智慧健康养老应用试点示范申报工
作发出通知，将支持建设一批示范企
业、示范街道（乡镇）、示范基地，以推动
我省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和应用推
广。符合条件的即日起可申报。

支持建设一批示范企业，包括能够
提供成熟的智慧健康养老产品、服务、
系统平台或整体解决方案的企业。支
持建设一批示范街道（乡镇），包括应用
多类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利用信息化、
智能化等技术手段，为辖区内居民提供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的街道或乡镇。支
持建设一批示范基地，包括推广智慧健
康养老产品和服务，形成产业集聚效应
和示范带动作用的地级或县级行政区。

我省危化品重大
危险源实施源长制

本报讯（记者张维）昨日从省安
监局传出消息，我省对危险化学品重
大危险源实施源长责任制，因落实不
到位酿成生产安全事故的，除依法严
肃查处外，将进行诚信体系联合惩戒。

根据《应急管理部关于实施危险
化学品重大危险源源长责任制的通
知》，我省要求，各市县安监局要将落
实重大危险源源长责任制与领导包联
制度、安全风险研判与承诺公告制度
充分结合、共同推进，明确工作责任和
时限，督促指导企业于2018年12月31
日前完成实施，此项工作将纳入各市
年度考核内容。

各危险化学品企业要进一步落实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重大危险源
管控责任。企业主要负责人为本企业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总源长。各级
安监部门要将落实危险化学品重大危
险源“源长制”与危险化学品安全攻坚
行动和安全生产执法专项行动相结合，
强化执法检查，要将“源长制”落实情况
作为执法行动检查的主要内容进行检
查，对未落实“源长制”或落实不扎实不
到位的企业，要采取通报批评、曝光、行
政处罚等措施，倒逼企业落实。对企业
重大危险源未落实有效管控，重大隐患
未整治到位的，要立即下达停产停业指
令书，责令企业停产整改。

陕西加强建筑工程
施工许可管理工作

本报讯（记者王嘉通讯员何蓉）
为规范全省建筑市场秩序，优化建筑
工程施工许可证办理流程，强化施工
许可管理工作，省住建厅日前下发通
知，就进一步加强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管理工作提出要求。

通知明确，在我省行政区域内从
事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
造、装修装饰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
设备的安装施工，以及城镇市政基础
设施工程的施工，工程投资额在50万
元以上或者建筑面积在400平方米以
上的建筑工程，建设单位在开工前应
当向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住房城乡建设管理部门申请领取
施工许可证。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
和程序批准开工报告的建筑工程，不
再领取施工许可证。应当申请领取施
工许可证的建筑工程，在未取得施工
许可证之前一律不得开工。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将应当申请领取施工许可
证的工程项目分解为若干限额以下的
工程项目，规避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

陕西交警开展专项行动

严处假牌套牌假证违法行为
明明自己的车没有违法，却收到了罚单——这种“李鬼犯法李逵担责”的事，总让当事司机感到特窝火。为此，从

昨天起至12月31日，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将在全省开展打击假牌套牌假证违法行为专项行动。

此次专项行动整治重点包
括：群众举报的假牌套牌车辆；
被列入公安交通管理集成指挥
平台部级重点车辆“黑名单”数

据库的假牌套牌嫌疑车辆；1年
内2次以上补办机动车号牌记
录的车辆；各地研判比对确定的
假牌套牌嫌疑车辆；路面执勤执

法活动中发现的假牌套牌车辆。
集中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

假牌套牌假证违法行为，清除
互联网平台制售假牌证信息，

清查制假源头；建立健全常态
长效治理机制，形成严管氛围，
有效遏制假牌套牌假证违法行
为多发态势。

省交警总队相关负责人
介绍，此次交警部门将强化
网上网下联动，通过指挥调
度系统、视频监控系统、缉查
布控系统，加强对嫌疑车辆
的自动巡查、监测预警、轨迹
追踪。坚持路面查缉与场所
排查相结合，深入辖区二手

车交易市场、停车场、车辆修
理厂、报废车回收企业、汽车
美容装饰网点排查，对长期
在本地行驶的外地豪华车
辆、车牌与车明显不符车辆、

“旧车新牌”“新车旧牌”车
辆，逢疑必查。

会同相关警种、部门打

击制假售假窝点和售卖伪造
牌证、变造号牌工具、翻牌
器、可拆卸车牌架、号牌贴、
挡牌罩等非法物品的网络平
台。协调邮政管理部门加强
对快递企业监管，督促其履
行收寄验视责任，对非公安
交管部门交寄的或没有合法

来源证明的车辆牌证，一律
不得寄送。

各地将对查处的假牌套
牌违法行为及时公开公示，
并推送“信用中国”网，实施
联合惩戒。对出租车、网约
车、军车假牌套牌问题，将通
报相关部门加强源头治理。

旧车新牌和新车旧牌逢疑必查怎么查

交警介绍，如果车主查询、
核对机动车违法信息时发现有
疑问的记录，并确认机动车在
记录时间没有出现在违法行为

发生地，就要警惕自己的机动
车可能被套牌了。

怀疑车辆被套牌后，车主
应尽快向机动车登记地或者违

法行为发生地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报案，并提供证据协助
调查。证据包括能证明自己车
辆位置的证据，如路桥隧费单

据、有机动车号的停车收费单
据、出入单位、社区的内部监控
画面等资料、线索等。

本报记者石喻涵

如果被套牌怎么办 尽快报案举证

1年内2次以上补办车牌的车辆查什么

陕西已颁发不动产权证129万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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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各级公安机关部门将
依法严处假牌套牌假证违法行
为，严格落实罚款、拘留处罚和
记分措施，构成犯罪的一律追究
刑事责任。对车辆有盗抢、走私
嫌疑的，一律移交刑侦、海关缉

私部门立案查处。对使用假牌
套牌期间发生的交通违法行为，
要在查明事实基础上，责令违法
行为人全部依法接受处理。

《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明

确“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
造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
证、驾驶证的，由县级公安机关处
十五日以下拘留，并由县级以上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予以收
缴，扣留该机动车，处5000元罚

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使用其他车辆的机动车登
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
标志、保险标志的，由县级以上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予以收缴，
扣留该机动车，处3000元罚款。”

行政拘留扣车还要罚5000元怎么罚

本报讯（薛文静记者张维）
10月10日，省营商办、省政府新
闻办举办“优化提升营商环境”
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目前，全
省85%以上的市县实现不动产
交易、税收、登记“一厅式办理”

“同城通办”，20个市县推行不动
产交易、缴税、登记“一窗受理、并
联办理、集成服务”，有效实现“数
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路”。

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卢勇
在介绍陕西省优化提升不动产登
记营商环境有关情况时说，截至
目前，全省已有61个县市设立了
独立的不动产登记大厅，50个县
市的不动产登记业务进驻了当地

政务服务中心，累计建成不动产
登记窗口840个，平均每天办理
不动产登记业务7000余件，办理
登记业务的排队等待时间大幅压
缩，基本能够满足企业和群众需
求。同时，增加专业力量、服务项
目，以标准化、规范化的周到服
务最大限度方便企业和群众办
理不动产登记业务。“今年以来，
对已有的57项不动产登记事项
办事流程进行全面优化精简，比
如，将查封登记、异议登记业务
流程由初审、复审、核定三次审
查优化为二审、一审，并且现场
即办即结；将预购商品房预告登
记和抵押权预告登记合并办理，

一次性收件，变二审为一审。通
过一系列优化精简，大大压缩了
办理环节”。

卢勇说，通过清理减少前置
条件，真正做到减证便民、优化服
务，坚决杜绝让老百姓为证明东
奔西跑的现象。记者现场了解
到，截至目前，我省一般不动产登
记办理，申请材料件数从平均17
件降至6件，办理时间从平均8天
缩短至4天，累计颁发不动产权
证129万余本、不动产权证明101
万余份。“尽管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不动产登记改革依然任重道
远，不动产登记制度还需不断完
善，便民服务水平、历史遗留问题

化解、互联网+不动产登记等热
点、难点问题有待进一步破解，这
些都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认
真加以研究解决。”

针对下一步工作重点，陕西
省国土资源厅不动产登记局局
长王文表示，将通过专项整治，
着力解决不动产登记工作中群
众关心的慢作为、不作为、乱作
为等问题。同时，解决历史遗留
问题，改进登记方式，提升更加
优质便捷服务，积极推进“互联
网+不动产登记”，推动实体大厅
向网上大厅延伸，力争实行网上
受理、反馈，使办理进度和办理
结果能在网上实时查询。

本报讯（记者和平）记者从
省质监局了解到，第3批省级产
品质量监督抽查，样品总体合格
率为97.32%。第3批共抽查生
产企业254家，抽取样品410批
次，经检验，合格样品399批次。

此次监督抽查产品涉及日
用及纺织品、轻工产品、建筑和
装饰装修材料、机械及安防产
品、农业生产资料、电工及材料
产品共7大类24种产品。同时，
开展了输水管等 4种工业产品
生产许可证取消发证产品质量
专项监督抽查。输水管等 4种

产品专项共抽查生产企业 84
家，抽取样品106批次，经检验，
合格样品102批次，样品总体合
格率为 96.23%。4批次产品不
符合本次监督抽查标准要求。

合格率100%的产品有：校
服、卫生纸、纸巾纸、热轧带肋
钢筋、热轧光圆钢筋、冷轧带肋
钢筋、混凝土外加剂、建筑防水
涂料、绝热用模塑聚苯乙烯泡
沫塑料（EPS）、绝热用挤塑聚苯
乙烯泡沫塑料 (XPS)、机床产
品、柴油机油、汽油机油、饲料
加工机械、输水管、机动脱粒机

共16种产品。
合格率在 70%至 89.9%之

间的产品有：课业簿册、合成树
脂乳液外墙涂料共 2种产品。
此次抽取样品20批次，经检验，
合格样品 16批次，样品合格率
为80%。4批次产品不符合本次
监督抽查标准要求，不合格样品
检出率为20%，涉及白度、封面
定量项目不合格。1家企业拒检
视为不合格。

省质监局监督处副处长张
曼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随
着冬季的临近，为了确保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省质监局正在组织
开展对电热毯、门窗用未增塑聚
氯乙烯型材、沙发、印刷机械类、
羊毛羊绒防寒服等5种产品120
批次的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工
作。同时，对建筑轻质隔墙条
板、原生镁锭、坯布、播种机械等
4种遴选产品，烟花爆竹、防火
门、消火栓箱工业用甲醇、溶解
乙炔、硫酸、危险化学品包装物、
危险化学品罐体等 8种产品开
展产品质量专项监督抽查。抽
查结束后会及时发布上述产品
监督抽查结果通报。

我省公布今年第3批产品质量抽查结果

4批次课业簿册不合格

我省开展智慧健康
养老应用试点示范

本报讯（记者张维）我省智慧健康
养老应用试点示范工作再次升级，省工
信厅、省民政厅、省卫计委就我省第二
批智慧健康养老应用试点示范申报工
作发出通知，将支持建设一批示范企
业、示范街道（乡镇）、示范基地，以推动
我省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和应用推
广。符合条件的即日起可申报。

支持建设一批示范企业，包括能够
提供成熟的智慧健康养老产品、服务、
系统平台或整体解决方案的企业。支
持建设一批示范街道（乡镇），包括应用
多类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利用信息化、
智能化等技术手段，为辖区内居民提供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的街道或乡镇。支
持建设一批示范基地，包括推广智慧健
康养老产品和服务，形成产业集聚效应
和示范带动作用的地级或县级行政区。

我省危化品重大
危险源实施源长制

本报讯（记者张维）昨日从省安
监局传出消息，我省对危险化学品重
大危险源实施源长责任制，因落实不
到位酿成生产安全事故的，除依法严
肃查处外，将进行诚信体系联合惩戒。

根据《应急管理部关于实施危险
化学品重大危险源源长责任制的通
知》，我省要求，各市县安监局要将落
实重大危险源源长责任制与领导包联
制度、安全风险研判与承诺公告制度
充分结合、共同推进，明确工作责任和
时限，督促指导企业于2018年12月31
日前完成实施，此项工作将纳入各市
年度考核内容。

各危险化学品企业要进一步落实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重大危险源
管控责任。企业主要负责人为本企业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总源长。各级
安监部门要将落实危险化学品重大危
险源“源长制”与危险化学品安全攻坚
行动和安全生产执法专项行动相结合，
强化执法检查，要将“源长制”落实情况
作为执法行动检查的主要内容进行检
查，对未落实“源长制”或落实不扎实不
到位的企业，要采取通报批评、曝光、行
政处罚等措施，倒逼企业落实。对企业
重大危险源未落实有效管控，重大隐患
未整治到位的，要立即下达停产停业指
令书，责令企业停产整改。

陕西加强建筑工程
施工许可管理工作

本报讯（记者王嘉通讯员何蓉）
为规范全省建筑市场秩序，优化建筑
工程施工许可证办理流程，强化施工
许可管理工作，省住建厅日前下发通
知，就进一步加强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管理工作提出要求。

通知明确，在我省行政区域内从
事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
造、装修装饰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
设备的安装施工，以及城镇市政基础
设施工程的施工，工程投资额在50万
元以上或者建筑面积在400平方米以
上的建筑工程，建设单位在开工前应
当向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住房城乡建设管理部门申请领取
施工许可证。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
和程序批准开工报告的建筑工程，不
再领取施工许可证。应当申请领取施
工许可证的建筑工程，在未取得施工
许可证之前一律不得开工。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将应当申请领取施工许可
证的工程项目分解为若干限额以下的
工程项目，规避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

陕西交警开展专项行动

严处假牌套牌假证违法行为
明明自己的车没有违法，却收到了罚单——这种“李鬼犯法李逵担责”的事，总让当事司机感到特窝火。为此，从

昨天起至12月31日，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将在全省开展打击假牌套牌假证违法行为专项行动。

此次专项行动整治重点包
括：群众举报的假牌套牌车辆；
被列入公安交通管理集成指挥
平台部级重点车辆“黑名单”数

据库的假牌套牌嫌疑车辆；1年
内2次以上补办机动车号牌记
录的车辆；各地研判比对确定的
假牌套牌嫌疑车辆；路面执勤执

法活动中发现的假牌套牌车辆。
集中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

假牌套牌假证违法行为，清除
互联网平台制售假牌证信息，

清查制假源头；建立健全常态
长效治理机制，形成严管氛围，
有效遏制假牌套牌假证违法行
为多发态势。

省交警总队相关负责人
介绍，此次交警部门将强化
网上网下联动，通过指挥调
度系统、视频监控系统、缉查
布控系统，加强对嫌疑车辆
的自动巡查、监测预警、轨迹
追踪。坚持路面查缉与场所
排查相结合，深入辖区二手

车交易市场、停车场、车辆修
理厂、报废车回收企业、汽车
美容装饰网点排查，对长期
在本地行驶的外地豪华车
辆、车牌与车明显不符车辆、

“旧车新牌”“新车旧牌”车
辆，逢疑必查。

会同相关警种、部门打

击制假售假窝点和售卖伪造
牌证、变造号牌工具、翻牌
器、可拆卸车牌架、号牌贴、
挡牌罩等非法物品的网络平
台。协调邮政管理部门加强
对快递企业监管，督促其履
行收寄验视责任，对非公安
交管部门交寄的或没有合法

来源证明的车辆牌证，一律
不得寄送。

各地将对查处的假牌套
牌违法行为及时公开公示，
并推送“信用中国”网，实施
联合惩戒。对出租车、网约
车、军车假牌套牌问题，将通
报相关部门加强源头治理。

旧车新牌和新车旧牌逢疑必查怎么查

交警介绍，如果车主查询、
核对机动车违法信息时发现有
疑问的记录，并确认机动车在
记录时间没有出现在违法行为

发生地，就要警惕自己的机动
车可能被套牌了。

怀疑车辆被套牌后，车主
应尽快向机动车登记地或者违

法行为发生地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报案，并提供证据协助
调查。证据包括能证明自己车
辆位置的证据，如路桥隧费单

据、有机动车号的停车收费单
据、出入单位、社区的内部监控
画面等资料、线索等。

本报记者石喻涵

如果被套牌怎么办 尽快报案举证

1年内2次以上补办车牌的车辆查什么

陕西已颁发不动产权证129万余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