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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检验标志有了电子凭证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大树砸中私家车，找谁赔
律师：
协调处理

4 月 25 日起，我市机动车检验标志实现电子化，这意味
着市民在交通事故处理、保险理赔，机动车汽车租赁、抵押、交
易，驾驶他人机动车等场景，均可使用检验标志电子凭证。
什么是机动车检验标志电子化，有何便利？如何申领机
动车检验标志电子凭证？如何使用机动车检验标志电子凭
证？……连日来，网友热议机动车检验标志电子化，近日，记
者带着网友疑问进行了采访。

问交通
新闻追问

1 什么是电子凭证？
【网友疑问】网友“暖暖”说，什么是机动车检验标
志电子化？机动车检验标志电子化有什么便利？
网友“流沙聚散”说，已领取检验标志电子凭证的
车辆，
需不需要再粘贴纸质标志？
【部门回应】
咸安公安分局交警大队车管所指导员贾颖告诉
记者，推行机动车检验标志电子化，是公安交管部门
通过全国统一的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平台、
“交
管 12123”手机 APP 发放检验标志电子凭证，为机动
车所有人、驾驶人以及相关行业和管理部门提供电子
证照服务。
4 月 25 日起，黑龙江、江苏、浙江、山东、湖北、
湖 南 、广 东 、海 南 、四 川 、贵 州 、云 南 、新 疆 12 个 省
（区）作为第一批开展机动车检验标志电子化推广
应 用 的 省 份 ，我 市 在 全 市 范 围 推 行 检 验 标 志 电 子
化。
检验标志电子凭证通过全国统一的互联网交通
安全综合服务平台核发，通过统一的交管电子证照资
源库进行验证管理，具备统一性、唯一性、安全性的特
点。同时，还采用了专用的加密防伪二维码，保证电
子凭证唯一、可靠和安全使用。
贾颖说，通过推行检验标志电子化，一方面，将减
少纸质证明凭证，免去群众粘贴（去除）检验标志的麻
烦，更加方便通过手机等方式出示使用；另一方面，将
更加便利在车辆租赁、二手车交易、保险理赔等领域
应用，方便群众企业办事，更好服务企业发展。同时，
检验标志电子化是机动车牌证电子化的创新探索，是
推动公安交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积极实
践。
记者了解到，机动车检验标志电子凭证与纸质凭
证具有同等效力，已领取检验标志电子凭证的车辆，
不需要再粘贴纸质标志，公安交管部门不以机动车未
放置（粘贴）检验标志为由进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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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疑问】网友“阿诚”说，在哪
里领取机动车检验标志电子凭证？领
取的流程如何？
【部门回应】
贾颖告诉记者，机动车车主可以
通过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平台或
“交管 12123”手机 APP 申领、查看和
使用机动车检验标志电子凭证。针对
不同情况下的机动车所有人，申领电
子凭证的方法也不相同。
对办理注册、转移、变更等登记的
车辆，办完机动车登记后发放检验标

3
【网友疑问】网友“远方”说，机动
车检验标志电子凭证怎么使用？
网友“一股清流”说，在交通事故
协商处理、租赁机动车等特殊场景下
如何使用检验标志电子凭证？
【部门回应】
市车管所民警告诉记者，检验标
志电子凭证分为在线出示、离线出示
和打印出示 3 种出示方式。
在 线 出 示 时 ，可 直 接 登 录“ 交 管
12123”手机 APP，实时在线查询、出
示本人名下或本人已备案机动车的检
验标志电子凭证。
离线出示时，可提前登录互联网
交 通 安 全 综 合 服 务 平 台 或“ 交 管

如何申领电子凭证？
志纸质凭证，系统将自动生成检验标
志电子凭证，机动车所有人可以通过
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平台
（www.122.gov.cn）或“ 交 管 12123”
手机 APP 查看、下载、使用。
对六年内免检车辆，机动车所有
人可以直接通过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
服务平台或“交管 12123”手机 APP 申
领检验标志电子凭证，如需领取纸质
凭证的，可以选择邮寄送达或到车管
所自取。
对上线检验车辆，机动车检验合
格后，检验机构在发放检验标志纸质

凭证的同时，提示机动车所有人可网
上查看、下载检验标志电子凭证。
对在检验有效期内的车辆，可直
接通过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平台
或“交管 12123”手机 APP 查看、下载、
使用检验标志电子凭证。
对检验标志纸质凭证丢失、损毁
的车辆，无需办理补领检验标志业务，
可直接通过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
平台或“交管 12123”手机 APP 查看、
下载检验标志电子凭证，如需领取检
验标志纸质凭证的，可选择邮寄送达
或到车管所自取。

怎样使用电子凭证？
12123”手机 APP，将检验标志电子凭
证下载并存储于手机中，使用时直接
出示。此外，下载的电子凭证也可以
转发、分享，
使用时可直接出示。
打印出示时，则可以将网上下载
的检验标志电子凭证打印为纸质凭
证，使用时可出示打印的纸质凭证。
在交通事故协商处理、租赁机动
车等特殊场景下如何使用检验标志电
子凭证？
市车管所民警说，对发生可以自
行协商处理的财损交通事故时，当事
人可以通过“交管 12123”APP 扫描对
方车辆检验标志电子凭证二维码，确
认车辆是否在检验有效期内。
在保险理赔时，可以向保险公司

理赔人员出示检验标志电子凭证，用
于办理车辆保险理赔相关手续；保险
公司理赔人员可以通过“交管 12123”
APP 扫描车辆检验标志电子凭证二维
码，确认车辆是否在检验有效期内。
在租赁机动车时，
承租人可以要求
租赁公司提供车辆检验标志电子凭证，
并通过“交管 12123”APP 扫描检验标
志电子凭证二维码，确认车辆是否在
检验有效期内，避免驾驶逾期未检验
车辆可能造成的法律和安全风险。
同时，检验标志电子凭证也可以
在二手车交易、车辆抵押等领域广泛
应用，群众企业可以出示检验标志电
子凭证，证明车辆检验状况，保护当事
人双方合法权益。

矿山违规开采影响村民饮水？
部门回应：
受矿山复绿影响
本报讯 记者宋文虎报道：近日，有市
民在网上举报通山县燕厦乡湖畔村大理石
矿山进行违规开采，对当地水源造成了污
染，严重影响村民生活。4 月 28 日，记者驱
车前往湖畔村了解事件具体情况。
“家里的水特别浑浊，很担心家人的身
体健康受影响。”程先生向记者介绍，大约
在两周前家中自来水突然变得特别浑浊，
而就在前不久，听闻村内上山抽笋老人说，
听到大理石矿山上传出挖土机工作的声
音，严重怀疑有人违规进行开采，导致水源
受到污染。
程先生说，矿山离村内水源较近，按环
境保护要求是不允许开采，却不知为何当
初能获得开采许可。而近两年总是出现这
种状况，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彻底解决。

记者随机走访当地群众，纷纷表示水
变浑浊情况确实存在。随后，记者到该村
村委会了解情况。
“水浑浊是矿山复绿造成的，而并非是
矿山重新开采了。”村支书程时兴说，2018
年矿山停产关闭后，开始实行复绿工程，而
复绿过程中，部分山体表层需进行松化、部
分裸露山体需进行掩埋，导致目前山体表
层较为松软，当雨水过大时，容易将泥土带
到大塘里。
程时兴说，废矿排险、结挡土墙等都需
要通过机械进行作业，有时需将部分石头
挖出，
可能村民看到后产生了误会。
据了解，矿山复绿大概还需两个月完
成。
“我们一直都在监督，有任何可疑的行

新手如何选择烤箱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晓晓”咨询，
自己一直很想尝试烘焙，最近搬了新家，
想入手一款烤箱，
但不知道该如何抉择。
【记者打听】近日，温泉某家电城工作
人员分享了新手选购烤箱的几种方法。
不要太小。很多新手在刚开始烘焙
的时候都想买一个小小的烤箱先试一下
水。但是，小烤箱一般没有温度恒定功
能，时间越长温度越高，不好掌控温度，只
适合做一些简单的烘焙。
其次，根据人数定大小。一般的三口
之家，选择 33L 左右的烤箱就够了。通常
来说，容量大的烤箱，温度更加稳定，33L
以上的烤箱功能也会比较全面，对于初入

门者来说，足以应付一般的烹饪需求。
购买烤箱，首选有恒温功能的。目前
家用烤箱，一般可以在 30~250 摄氏度之
间的温度范围内自主调节温度。有些烤
箱就算调到了 30 摄氏度，温度也不会上
升，烤箱可以用来发酵。
选择有热风循环功能的。热风循环
即通过烤箱内置的风扇让烤箱里的空气
流动循环，使食物受热更均匀。如果烤箱
的容量比较小，建议买烤箱时选具有热风
循环功能的产品，相对来说，烤箱容量大
一些，内部的温度分布会相对均匀一些，
但如果加上热风循环效果就更好了。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整理）

为我们都及时责令停止。”燕厦乡自然资源
和规划所所长王卢山说，他们一直对矿山
进行严格管控，
并没有出现复产情况。
在村干部带领下，记者来到石矿现场，
发现一台挖机停在此处，但矿山并无新开
采痕迹，只是矿山底下山坡处存在土壤翻
新状况，而程先生所说的水源确在石矿山
脚另一侧，其四面都是高山。
“当时都按照规定程序办理了采矿许
可证。”记者从程时兴手中的采矿许可证中
看到，其有限期限为 2010 年 3 月 15 日至
2017 年 12 月 15 日。
“他们当时办的采矿许可证确实是合
规合法的。”王卢山说，当时通山正在创建
大理石之乡，积极鼓励这种民营企业发展，
办理采矿许可证只需林地、水利等审批即

可，并没有涉及到如今的环保要求。
“其实我们一直在想办法彻底解决村
民饮水问题。”燕厦乡党委副书记李安定
说，因水源选址原因，饮水问题困扰了村民
几十年了，为了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去年在
村内寻找了新的水源，村里、乡里都向县内
提交了新建饮水工程的报告，目前已通过
审批，
只等着建设施工了。
离开湖畔村后，记者与该县水利局联
系得知，湖畔村饮水工程项目已获批 100 余
万元，
正在准备招投标前期工作。

问环境

如何正确摆放毒饵盒？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顺风的水”
咨询，近期家里有老鼠，想用毒饵盒灭
鼠，该如何正确摆放毒饵盒？
【记者打听】7 日，咸安区一家百货商
店的老板分享了毒饵盒的正确用法。
毒饵盒，用于防止人、畜接触灭鼠药
而产生危险，同时还能避免灭鼠药风化、
变质、发霉等情况的发生，进而延长灭鼠
药品的使用期限。
毒饵盒可以固定在墙角和地面，最
好是放在老鼠出没频繁但又不影响人们
正常生活的位置。一般采用水泥固定
法、玻璃胶固定法和铁钉固定法。
那么具体说来，应该如何放置毒饵

盒呢？ 毒饵盒应布放在老鼠栖息、取食
和经常活动的场所，如垃圾桶、水道进出
口附近等。
摆放时应按一定距离，紧靠墙边或
墙角；箱体近洞口端应紧靠墙边并与墙
或鼠的跑道平行。
毒饵盒可以根据需要放置，把底座
固定，作为长期布设点；放置妥当后，定
期检查、及时添加灭鼠药物。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整理）

网民在线

本报讯 记者王恬报道：近日，一网民在咸宁
论坛上发帖反映说，上个星期，咸宁以阴雨天气为
主，还伴有大风和降温。他家住在银泉大道一小
区内，
大风和暴雨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该网民说，当天夜里，一根被大风吹断的树枝
压到了他的汽车。事发时，他正在外地，这个坏消
息，还是朋友告诉他的。等到他第二天从外地回
来，眼前的一幕让他惊呆了。大树上折断的树枝
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细小，并且直接压在汽车车顶
上，一时还难以弄走。
车被断枝压住，该网民不敢轻举妄动，生怕对
车产生二次伤害。见到爱车受损，该网友找到了
小区物业，物业工作人员表示管不了，建议他找保
险公司。
那么，汽车被压坏带来的损失，应该找谁索赔
呢？
湖北瀛平惟合律师事务所王慧律师介绍，
这种事情也属于意外的一种，车辆被大风吹折
的树枝砸坏，其实质是自然灾害所引发的次生
灾害。对于物业是否负有责任不好划分，如物
业全部赔偿也并不合理，双方可协调处理。如果
该网友购买了车险，建议先走保险的理赔程序，
具体的理赔需要询问保险公司跟当时所入的险
种情况。如果没有，就只能找大树的所属人进行
索赔。

交通路口噪音扰民，谁来管
部门：
正在调整
本报讯 记者焦姣报道：近日，有网民在咸宁
网络问政平台上发帖反映，十六潭和锦龙路交通
噪音扰民。
该网民表示，最近交通部门对十六谭路与锦
龙路检查路口处车辆行驶方向做了调整，但并未
树立明显指示牌，很多司机走到路口很迟疑，不知
道该怎么走，导致后面车狂按喇叭催促，对天洁、
璟湖以及附近居民休息影响极大，恳请有关部门
及时处理解决问题。
对此，市公安局相关工作人员回复称，经市公
安局城区交警大队进行调查，该网民所反映的路
口为十六谭路与锦龙路路口属于城市主干道，该
路段车流量较大，路口较多，早、晚高峰期时段有
拥堵现象，城区大队前期就联合专业人员对该路
口交通变化情况进行观测，并将早晚交通高峰时
段车流量情况作为观测重点，发现信号灯配时不
符合路口通行情况，现正在进行合理化调整，也会
将配套的导向标牌设施尽快栽立。

屋檐边搭雨棚，如何建
部门：
已回复
本报讯 记者刘念报道：近日，一网民在咸
宁网络问政平台上发帖咨询屋顶雨棚搭建要
求。
该网民称，他家住在咸安区马桥镇马柏大道
附近，房屋年久漏雨严重影响正常生活，响应国家
政策不加盖楼层，去年下半年申请搭建屋顶雨棚，
获得批准。屋顶雨棚搭建时未曾来过相关单位人
员。今年疫情初步解封后，有相关单位人员来家
里测量已搭建完成的雨棚面积及高度，并告知他
父母雨棚需要拆除，按要求再次改建。想知道屋
顶雨棚搭建要求是什么？
针对该网民咨询的问题，马桥镇政府有关工
作人员回复称，雨棚沿口不能超过 80 公分，且最
高点不能超过 1.8m。搭建材料不能使用铁皮，需
用树脂瓦。由于该网民搭建的雨棚尚不符合此标
准，所以进行拆除。

疫情期间住院，怎么报销
部门：
已详细答疑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近日，一通山网
民在咸宁网络问政平台上发帖咨询，疫情期间生
病住院过（非新肺炎疾病），不知道医保报销流程
和平时有什么不一样，希望相关部门能帮忙答
疑。
该网民表示，自己是肢端肥大症患者，2015
年在北京协和医院做了头部脑垂体切除手术，
但术后至今一直有后遗症，每月到武汉同济医
院注射药物控制病情，今年一月份开始。由于
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一直无法到武汉去继续
治疗。并且咸宁只能异地住院才可以拿回医保
地报销，由于疫情和经济压力，自己已经近五个
月没有注射药物了。想知道本地有没有相关的
医保政策。
针对该网民的问题，通山县医疗保障局相关
工作人员回复，经联系该网民了解情况后，根据
《咸宁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施办法》
（咸政
办发[2017]35 号）文件规定，结合省市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相关政策文件规定，疫情期间，按鄂人社
发[2017]50 号文件规定的相关药物品种，及鄂人
社发[2018]56 号文件规定的纳入医保报销范围
的药物名单，该网民在武汉同济医院门诊发生的
医疗费用，不能纳入医保报销。
为了解决该县部分患者的医疗需求，通山县
医疗保障局已经指定由通山县中医医院代替患者
采购以上必须药品，并按规定纳入医保报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