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项制度

建立机动车环保标志管理制度
引入限行管理机制

目前，海口市虽已对机动车推行
环保标志管理，但仅是环保部门与公
安部门以联合下发通告的形式来发
布实施，尚缺乏法律层面的支撑。《草
案》第七条规定了对机动车实施环保
标志管理制度。引入限制行使的管
理机制。建立环保检验合格标志管
理制度，实行环保标志的分类核发。

为切实改善海口市大气环境质

量，《草案》第八条、第十八条规定了
市政府可根据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需
要，对持黄色标志或未持标志的车
辆采取限制行驶区域、限制行驶时
间、限制行驶车型和采取相应处罚
等管制措施。

建立黄标车分阶段淘汰制度
2017年基本淘汰黄标车

省政府出台的《海南省大气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提出“到
2015年底，基本淘汰2005年底前

注册营运的黄标车；到2017年底，
基本淘汰全省范围内的黄标车”的
目标，《草案》第八条明确了海口市
分阶段淘汰黄标车的规定。

海口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市
道路交通流量情况、大气环境质量
状况和机动车排气污染具体情况，
对没有取得环保标志、使用过期环
保标志和使用黄色环保标志的机动
车采取限制通行区域、时间等措
施。海口市人民政府可以采取经济
补偿等鼓励方式分阶段淘汰黄色环

保标志机动车，具体办法由市人民
政府制定。

建立机动车
定期排气检测制度

为确保机动车环保标志管理制
度的有效实施，促使各类超标机动车
及时得到维护维修，避免超标排放车
辆上路行使，同时进一步促进黄标车
限行和分阶段淘汰管理工作能顺利
推行，《草案》第十四条新增规定了对
机动车应当定期进行排气检测制度。

强化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

海口机动车保有量增至54.5万辆
它们的“呼吸”亟待加强管理

据介绍，修订法规是确保海口
市一流的空气质量的迫切需要。海
口市机动车保有量从 2003 年的
19.8 万辆增加到 2014 年 11 月的
54.5万辆。海口市大气颗粒物源解
析和污染物分析的初步研究成果表
明，机动车排放污染物已成为海口

市空气中细颗粒物（PM2.5）、一氧
化碳（CO）、氮氧化物（NOx）的主
要排放源。

2014年海口上半年空气监测
结果显示，每日车流量较大的上下
班高峰期 （7-9时和18-20时），
二氧化氮（NO2）浓度明显高于其

他时段。机动车对空气质量的影响
已日趋显著。机动车排气污染物以
细颗粒物 （PM2.5）、一氧化碳
（CO）、氮氧化物 （NOx） 等为
主，多集中在离地面1米左右的低
层面，正处于人的呼吸带附近，对
人体健康危害较大。

海口市环保局负责人认为，根
据海口市实际，对《海口市机动车
排气污染防治办法》进行有针对性
的修订，对于加强机动车排气污染
防治工作，进一步提高海口市空气
质量，保障人体健康，具有重要意
义。

11年来，海口机动车保
有量增长了三倍多，但11年
前制定的《海口市机动车排
气污染防治办法》已不适应
新的形势。为了推动海口市
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工作，
海口市决定修改该办法。海
口市人大今起通过本报征求
市民对《海口市机动车排气
污染防治办法（修订草案）》
的意见，进行全面细致的修
订，以适应新形势下机动车
排气污染管理的需要。

□南国都市报记者纪燕玲实习
生刘少珠

据了解，现行《海口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办法》为21条。修订后的《草案》共五章29条，保
留现行《办法》11条，新增8条，修改、调整现行《办法》1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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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拟出台新规管住54.5万辆车的“嘴”

未取得环保标志处罚200元
《海口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办法（修订草案）》今起征求市民意见

2014 年 12 月 25 日召开的
海口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五次会议，对该市人民政府
提请的 《海口市机动车排气污
染防治办法（修订草案）》 进
行了初次审议。为发扬立法民
主，增强立法工作透明度，提
高立法质量，海口市人大法制
委员会决定广泛征求社会各界
的意见。

关注该项立法的社会各界
人士，可在 2015 年 2 月 15 日
前将意见或建议向海口市人大
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提出。

地 址：海口市长滨路海口
行政中心9号楼

邮 编：570135
电子邮箱：
hkrdfgw@163.com
电 话：
68722157，68723499（传真）
海口人大网站：http：//

spcsc.haikou.gov.cn

提议途径
三项措施

排气检测不达标不得出厂

为使机动车从生产源头上贯彻
落实国家对机动车排气排放标准的
要求，《草案》第十条明确了机动车
生产单位对所生产的车辆有进行严
格的排气检测的义务。生产单位生

产的机动车经排气检测不符合国家
排放标准的不得出厂。

排气超过规定标准不得销售

为严格限制排气不符合国家排
放标准的机动车的销售流通，《草案》
第十一条对排气不符合国家规定标

准的机动车销售环节进行了约束。
规定机动车销售单位所销售的机动
车排气必须符合国家规定排放标准。

经维修排气不达标不得使用

强化对在用机动车排气系统维
修监管，对提高在用机动车的达标

率，加强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管理
具有重要意义。为此，《草案》第十
六条规定了机动车排气定期检测不
合格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不予通
过安全技术检验，经维修后，仍无法
达到国家排放标准的，应当按照规
定实施报废的规定。

加强机动车排气监管

处罚措施

未取得环保标志处罚200元

把自己车子的环保标志借给别
人使用，你也得好好考虑了。为了
保障各项制度和要求能落到实处，
《草案》对现行《办法》已有的处罚条
款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对违反新增
规定的行为设定了相应的法律责
任，尤其重点对违反交通限行规定、
伪造环保标志、擅自拆除机动车排
气污染控制装置、机动车排气定期
检测单位违反相关义务、拒绝机动
车排气抽测、机动车排气抽测不达
标等情形进行了具体规定。

未取得环保标志、使用过期环

保标志、使用黄色环保标志的机动
车违反交通限行措施的，由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以二百元罚款；

伪造、变造、转让、出借、冒用机动
车环保标志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
门处以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改装机动车排气污染控制装置
最高可罚1000元

《草案》规定，机动车生产单位
出厂的机动车排气超过国家排放标
准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
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可
以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下的罚款。

销售排气超过国家排放标准的

机动车，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责令机动车销售单位停止销售，没
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一
倍以下的罚款。

机动车所有人或者使用人擅自
拆除、闲置、改装机动车排气污染控
制装置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
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并
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检测机构弄虚作假
最高可罚5万元三次取消资格

机动车排气定期检测机构在检
测中弄虚作假的，由环境保护行政
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

改正，并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罚款；一年内有三次以上弄虚作假
行为及其他严重情节的，依法取消
机动车排气检测的资格。

机动车排气定期检测机构从事
机动车排气污染维修和治理业务
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可以处一万元以上二万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二万元
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并依法取消
机动车排气检测的资格。

机动车所有人或使用人拒绝机
动车排气污染物抽测的，由环境保
护行政主管部门处二百元以上五百
元以下罚款。

重罚检测机构弄虚作假等行为

去年乘船过海旅客
达1261万人次

南国都市报 1月 11 日讯（记
者徐善应通讯员 熊国印）记者从
海口海事局获悉，2014年，琼州
海峡客滚船航行44540艘次，平
均每天122艘次；琼州海峡客滚
运输旅客约1261万人次，同比增
长7.8%；车辆216万辆次，同比
增 长 7.6% ； 运 输 货 物 4371 万
吨，同比增长4.5%，琼州海峡客
流量、车辆和货运量呈不断增长
趋势。

南国都市报1月11日讯（记者
孙学新）海南省纪委日前对省公安
厅转来的临高县纪委原副书记陈廷
防严重违纪问题进行立案审查。

经查，陈廷防在担任临高县
检察院反贪局局长、临高县纪委

副书记期间，违反廉洁自律规
定，收受他人财物；利用职务上
的便利，在查办案件中为他人谋
取利益，收受他人贿赂。其行为
已构成严重违纪并涉嫌犯罪。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和参照《行政机关公务员
处分条例》有关规定，经海南省
纪委常委会审议，决定给予陈廷
防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将
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
机关依法处理。

查办案件中受贿为他人谋利
临高纪委原副书记陈廷防
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琼海纪委警示教育
会计财务人员

南国都市报1月11日讯（记者
孙学新）琼海市纪委监察局、琼海
市会计管理中心近日联合召开警
示教育大会，为琼海市会计管理
中心近百名会计财务人员进行专
题辅导。专题辅导报告结合近两
年来琼海市查处的11宗违反财经
纪律的典型案例进行警示教育，
并提醒会计人员“吃人的嘴短，
拿人的手短”的道理。

反庸懒散奢贪
扎好制度的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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