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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月起 车辆检验周期有调整

私家车摩托车十年两检
由于人行道护栏锈蚀，立柱和杆
件色差明显、 栏杆表面斑驳不堪，路
面和伸缩缝破损， 严重影响城市形
象，同时还存在一定安全隐患，达州
市市政工程管理处将对主城区跨州
河通川桥、红旗大桥、州河大桥和金
龙大桥分阶段实施病害整治。 由于需
要封闭施工，届时桥梁在施工期间将
实施交通管制。 首期从 9 月 25 日至
10 月 19 日对通川桥进行病害治理，
预计工期 25 天。
通川桥、红旗大桥是老城区与南
城片区之间互联互通的重要道路，州
河大桥是西外片区与南城片区互联
互通的重要道路，金龙大桥则是西外
片区与高新区的重要通道。 据市市政
工程管理处项目负责人介绍，桥梁作
为架空结构，与路基道路在抗震能力
上有着很大的差距，一旦出现路面破
损，处理不及时将会因震动而迅速扩
大破损面， 对行车安全造成很大影
响。 通过前期摸排，发现通川桥、红旗
大桥、州河大桥和金龙大桥均存在路
面磨损严重和伸缩缝破损现象。 加之
护栏长时间风吹日晒， 杆件严重褪
色，对城市形象也造成严重影响。
为确保道路交通安全、提高车辆
通行能力和有效提高城市整体形象，
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报请相关部门批
准，启动了通川桥、红旗大桥、州河大
桥和金龙大桥的病害整治。 为尽量降
低对市民出行的影响，病害整治将分
阶段实施。
近日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获悉，
9 月 25 日至 10 月 19 日，通川桥车行
道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通行，人行
道单边封闭单边双向通行。 为确保施
工顺利进行，保障施工路段及周边道
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通川桥路段
将实行临时交通管制：
通川桥北桥头：打开徐公祠巷处
桥面护栏， 老车坝往二马路方向车
辆，可在该护栏开口处掉头；往滨河
东路方向车辆需直行至桥下左转至
滩头街。
通川桥南桥头：打开紫荆妇产医
院信号灯处中央护栏，允许车辆左转
或掉头。
通川桥人行道：行人单侧双向通
行，禁止各类车辆通行。
据了解，行经通川桥的车辆可通
过以下路线绕行：老城片区往南城片
区方向，可经通川北路—野茅溪大桥
/ 凤凰大桥—南滨路一段绕行； 南城
片区往老城片区方向，可经南滨路一
段—野茅溪大桥 / 凤凰大桥—通川
北路绕行，或经南滨路三段—红旗大
（达观）
桥—红旗路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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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管所获悉，10 月 1
日起车管部门将继续深化
“
放管服”改革，落地车检
改革新措施，放宽私家车检验周期。
据市车管所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积极回应群众
期待，适应汽车产业发展、交通安全和大气污染防控
形势，自 10 月 1 日起进一步优化调整非营运小微型
载客汽车（9 座含 9 座以下，不含面包车）、摩托车检
验周期。将原来非营运小微型载客汽车 10 年内上线
检验 3 次，也就是在第 6 年、第 8 年、第 10 年检验，
调整为检验 2 次， 即在第 6 年和第 10 年上线检验；
摩托车从今年 10 月 1 日起， 也是在第 6 年和第 10
年上线检验 2 次即可。对于超过 10 年的非营运小微
型载客汽车和摩托车， 今后将统一调整为每年上线
检验 1 次。 不过，在 10 年内，这两类车辆仍需每两年
向公安机关申领一次检验合格标志。
需要提示的是，为便利群众网上办理业务，公安
部已在全国推广应用电子检验标志， 广大车主可以
登录
“
交管 12123”手机 APP 申领电子检验标志，不
需要再申领、粘贴纸质检验标志。
据车管所负责人介绍， 针对群众反映的车检效
率低、服务差等问题，车管部门还将推出多项车检制
度改革新措施。

●推进网上预约车检
此次改革，各地将积极推行互联网、手机 App 等
12123”App 即
“
点对点”车检预约服务，群众在交管
“
可享受网上预约车检服务，方便群众
“
一键预约”
“
随
到随检”。
●优化车检服务流程
在优化车检服务流程方面，各地将推行车检
“
交
钥匙”便捷办服务，优化车检服务流程，由检验机构
工作人员一次性负责办结， 群众办理车检只排一次
队、全程一窗办。
●规范窗口服务标准
车管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深化
“
放管服”
改革步伐，制定检验机构管理服务规范，推进车检服
务大厅、服务窗口、检测流程标准化，以标准促规范，
以服务提品质，全面提升车检服务水平。
●严厉打击非法中介
为确保改革措施落地落实， 相关部门将密切配
合， 制定配套实施细则， 切实抓好改革措施落地落
实， 从源头解决非法中介扰民问题。 对非法中介扰
民、 内外勾结违规检验问题突出的， 将联合组织查
处，依法严格追责，并通过媒体曝光。
（本报记者）

达城这个山体公园即将呈现
达城西圣公园是以生态修复为主， 兼具休闲
观光、 健身锻炼为一体的综合性山体公园，于
2020 年启动建设， 目前绿化种植已完成 75%以
上，公园建设轮廓初显，从已建成的步道上看，既
有灰色的青石，也有红色的丹霞石，远远看去，犹
如条条飘逸的彩带。
其中，银杏、红枫、三角枫、枫香、栾树等落叶
乔木已完成 11000 多株，樱花、红叶李、西府海棠、
碧桃等花卉乔木已完成 8000 多株，杜鹃球、红叶
石楠、 木春菊等灌木已完成 17500 多株， 完成约
35000 平方米的地被种植。
近日，记者在现场看到，原本光秃秃的山坡已
经密植了大量树木。 虽然经历了长时间的极端高
温天气，很多树木都成了
“光杆”，但是银杏林和栾

树林却长势良好。 目前，正值雨水充沛时期，栾树
一片生机，金黄的新芽衬托出山林的斑斓。
整个公园中， 数北岩村 3 组的风雨亭最为醒
目。 作为制高点，公园全面建成后，昼可俯瞰公园
的五彩斑斓，夜可赏城市万家灯火的璀璨，相信一
定会给市民带来具有震撼力的视觉感受。
西圣公园项目西起巴人广场，东至凤凰池，占
地 57 公顷，按照四季有景的理念，以彩叶山地区、
春花山地区布局。 为达到春有山花烂漫、夏有林荫
小径、秋有黄叶翩飞、冬有红叶绚丽的效果，大量
种植有银杏、西府海棠、垂丝海棠、三角枫、红叶
李、樱花、红枫、乌桕、水杉、栾树、枫香等乔木，以
及大量的灌木和花卉等。 同时，为满足市民休闲观
光和运动健身，还将建设观景台、休闲亭、木栈道、
健身步道、山回石阶、翠廊、机动车道和停车场。
项目负责人表示，虽然今年受极端高温天气和
疫情的影响，但是在全市上下“全力以赴拼经济搞
建设”的号角中，西圣公园建设按计划有序推进。 目
前，公园绿化种植已完成 75%以上。 在土建方面，机
动车道路基已经全部完成，2#、4#、6# 公厕主体已
经全部完成， 景观节点工程已完成 320 平方米，挡
土墙混凝土浇注完成 1100 平方米。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