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子驾驶证包含哪些基本信息？

电子驾驶证由驾驶证基本信息、二维码内嵌信息、
电子证生成时间3部分组成，与纸质驾驶证具有同等法
律效力。其包含的基本信息主要包括驾驶人照片、证

号、姓名、性别、国籍、出生日期、初次领证
日期、准驾车型、有效期限、累积记分、
状态、证芯编号一维码、住址、发证机
关、档案编号、当前时间、记录（包括
准驾车型起始日期、校车准驾信息）、

准驾车型对照表等。

电子驾驶证有什么特点？

一是统一性
通过“交管12123”App发放，电子驾驶证式样全国

统一。启用统一的电子驾驶证后，不再继续使用本地发
放的其他驾驶证电子版本——即9月1日起，重庆市核
发的地方版电子驾驶证将停止使用，由全国版的电子驾
驶证代替。

二是实时性
电子驾驶证通过全国公安交管电子证照系统生成，

动态显示驾驶证准驾车型变化、交通违法记分等状态，
方便实时查询、实时出示、实时核验。

三是安全性
电子驾驶证通过全国公安交管电子证照资源库验

证比对，采用数字签名防伪技术，有效防止篡改、伪造，
保证电子驾驶证真实唯一、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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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戴娟）秋季开学
前夕，8月26日，市政协举行对口协商
会，重庆大学、西南大学等十余所高校
负责人齐聚一堂，围绕如何发挥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高校联盟作用，进行协商
建言。

2020年5月，重庆大学和四川大
学牵头、联合川渝两地共20所高校发
起成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校联
盟”，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社会服务、
文化交流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汇聚
起共唱教育“双城记”的强大合力。

对口协商中，市政协教科卫体委组
织委员和市教委、成渝高校联盟成员共
同探讨联盟理念、运行机制、发展模式，
共促成渝地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应用型高校产教联盟可以发挥更
大作用。”市政协常委、重庆科技学院院
长尹华川对此可谓深有感触。他说，去
年7月由重庆科技学院和成都工业学院
牵头发起、联合40所成渝高校及16家
企业组建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应用
型高校产教融合联盟”已初见成效——
目前已有一项协同推进的建设项目列
入成渝两地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
但亟须解决的问题是：两地高等教育合
作还是点对点、局部性的，停留在自发
项目阶段，整体谋划还有待加强，一体

化区域开发的生态环境也有待优化。
“要打破‘一亩三分地’的限制，建

立起有效的教育一体化统筹规划，在政
策保障、资源配置、服务体系方面持续
发力。”尹华川表示。

“高校间信息资源共享较多，但
真正的人才共享、团队合作仍然较
少……”市政协常委、重庆师范大学副
校长田盈直言不讳。他建议两地政府
加强政策引导，搭建对接地方产业集
群的成渝高校校际协同创新平台，建
立成渝高校协同创新利益共享机制和
科学有效的科研人员绩效评价机制，
提高高校和科研人员参与协同创新的
积极性。

共筑人才培养“生态链”、共建一流
学科“联合体”、共创重大科技“重头
戏”、共享优质资源“新格局”——聚焦

“共”这一关键字，各高校负责人从教育
教学、学科建设、科学研究等方面分享
了发展思路与建议。

“强化合作，进一步推动资源共
享。”市教委副主任温涛表示，市教委将
主动作为，加强统筹，科学制定发展规
划，进一步优化成渝高校联盟合作机
制，拿出更精准有效的“施工图”，指导
高校联盟优势互补，协同创新，深化产
学研用，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共建共享。

高校“牵手”，只是一个开端。与会
人士认为，要推动成渝地区高等教育高
质量一体化发展，真正唱好“教育双城
记”，共建“教育盟友圈”，还需要强化交
流互鉴，提升内涵，从现时的高校联盟

“共建”走向未来的“共鸣”，成为“形神
兼备”的联盟。

市政协协商建言
做强双城经济圈高校联盟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9月 1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财政局了解到，
今年1到7月，我市为834家企业办理
了转贷资金79亿元，节约融资成本超
过2亿元。

市财政局人士介绍，中小微企业
转贷应急机制是由政府出资设立转贷
资金池，帮助企业向银行“借新还旧”
的一项政策。今年以来，重庆对中小
微企业转贷应急政策进行了扩容提
质，主要措施包括：聚焦重点产业，将

制造业中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单笔
转贷资金使用额度由3000万元提高至
5000万元；扩大支持范围，将个体工商
户单笔30万元以上的经营性贷款纳入
市级转贷资金支持范围，单户使用金
额最高不超100万元。

据悉，下一步我市还将加大对战
略性新兴产业和个体工商户的转贷支
持力度，持续优化提升转贷平台功能，
帮扶中小微企业缓解融资难、融资贵
问题，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重庆834家企业
1至7月获转贷资金79亿元

统筹谋划 精心组织
合力推进项目建设

7月，骄阳似火，但在铜梁区石鱼
镇太康村二组的道路施工现场，工人
们依旧挥舞着手中的铁耙，趁着火热
的天气将混凝土均匀地铺开，以节省

道路硬化时间。
“每天傍晚，我都会来看一眼施

工现场，看着水泥路每天都离家门口
更近一点，别提有多开心。”太康村二
组村民胡元会开心地说。今年4月以
来，镇上开始对胡元会家门口的泥结
路进行硬化，按目前的进程还有几天
就完工了。

据悉，太康村今年计划升级改造
9条社级泥结石路，共计854米，即将
全部完工。

自“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开展以来，铜梁组织所有镇街，对全
区所有未硬化的泥结石路进行摸底
调查，进一步解决群众出行、农产品
运输等困难。经摸底统计，全区路基
3 米以上未硬化泥结石路总里程
1818.5公里，其中汇集人口5户及以
上有1085公里。

为解决摸底中部分“四好农村
路”覆盖深度不足、存在断头路、路基
不平整等问题，铜梁通盘考虑、统筹
谋划，精心制定计划方案，明确目标
计划、技术标准、建设程序、资金、进
度等事宜，有序推进农村泥结石路硬
化项目实施。

在目标计划方面，坚持既尽力而
为又量力而行，分步实施、分类实施，
硬化对象为汇集人口达5户以上的道
路，2021年实施里程330公里。

在技术标准方面，采取对原泥结
路基进行硬化的方式，解决群众出行
和轻型车辆通行。按照因地制宜原
则，根据产业发展、尊重群众自愿，选
择路面宽3.5米、3米两种标准。

在资金补助方面，组织财政、规
资、交通、农业4个部门，多方争取、打
捆使用，对路面宽3.5米、3米的，每公
里分别补助46万元、39万元，不足部
分由群众“一事一议”自筹。同时，建
立清单台账，实现周调度、周反馈、月
通报，倒排工期、打表推进，确保项目
顺利推进。

为了群众 依靠群众
确保项目落地见效

盛夏时节，沿着一条蜿蜒的水泥
路走进铜梁区土桥镇六赢村，两侧花
草摇曳，沿途荷花亭立、荷叶清香，一
派生机勃勃。

“现在路面都是水泥路，两侧栽花
种草，不但大家出行更方便，村里的环
境也更美了。”六赢村村民夏平德介
绍，“当时修路需要我们自筹部分资
金，每米道路每户出资56元。村里为
此开了好几次院坝会，当时就想着路
修好了发展机会才会多，这个钱大家
都愿意出。”截至目前，该村5.8公里泥
结石路面改造工作已全面完工。

把好事办实，把实事办好。为推
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走深
走实，铜梁坚持把一切为了群众和一
切依靠群众结合起来，充分尊重群众
意愿、主动接受村民监督、深入开展
干群合作、广泛开展经验交流，不断
推动农村泥结石路硬化工程项目落
地见效。

为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在实践活
动中，各镇街充分征求意见，广泛宣
传政策，让群众说了算、让群众参与
干，并全面接受群众监督，确保项目
始于群众需求，终于群众满意。

围绕工程建设质量，建立了实行
村民代表参与、镇街把关、中介机构
检测、行业主管部门抽查的“四级监
督”质量模式；围绕资金管理，实行村
民理财小组建帐、镇街监督、财政审

核、审计把关的“四级审核”方式，严
格落实财务清理、村务公开等“七个
全覆盖”，确保资金高效廉政；围绕养
护管理，推行人居环境整治“积分
制”，由村社选派志愿者、聘请保洁
员，村民代表参与评价打分，充分调
动群众主动性。

此外，为深化开展干群合作，该
区采取镇村干部牵头，经过组员自
荐、组民投票，在村支两委、企业业
主、新乡贤好乡亲中推荐民主理财小
组和质量监督小组成员，共同参与项
目规划、物资采购、资金管理、施工监
督、养护管理等。

打好基础 补齐短板
全面助推乡村振兴

“现在村里的基础设施更好了，
道路也更通畅了，我们对今后发展很
有信心。”重庆江田园林有限公司董
事长杨邦模介绍，目前该公司在巴川
街道玉皇村的富邦水果种植专业合
作社已招聘有10几名村民，下一步，
将继续扩大种植面积，带动周边农户
增收。

据悉，自今年泥结石路硬化工程
实施以来，玉皇村仅用10天时间就硬
化泥结石路2公里，联通11个院落、

38户153人。伴着这条宽3.5米的泥
结石路的畅通，果业公司、种植养殖
大户纷至沓来，目前玉皇村所在的巴
川街道现已引进农业企业5个，切实
加快乡村振兴建设步伐。

硬化泥结石路，是补齐乡村振兴
短板，进一步加快农村交通基础设施
和美丽乡村建设，打通群众出行“最
后一公里”的重要举措，是一项与农
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工
程、巩固脱贫工程。

自“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开展以来，铜梁区交通局围绕基础设
施抓起，围绕建成平安放心路、美丽
乡村路、特色致富路，整体谋划、一体
推进，切实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
章”。

建成平安放心路。在实现“四好
农村路”组组通的基础上，实现具备
条件的5户及以上农村集中居住点泥
结石路改造全覆盖，水泥公路连通千
家万户，让硬化后的泥结石路与“四
好农村路”互相互通，形成四通八达
的闭合环线。

建成美丽乡村路。全面群众参
与积极兴，引导群众主动管理养护，
并围绕公路沿线修建新房、种植花草
果树，常态化评选“最美庭院”“最美
院落”，不断推动农区变景区、田园变
花园。

建成特色致富路。采取“道路围
绕产业修、产业围着道路转”的建设
思路，让农机、肥料、苗木运得进来，
蔬菜、水果、禽畜运得出去，全面推动
农村产业发展、农民增收，实现建一
条道路、兴一片产业、富一方百姓。

截至目前，铜梁今年计划实施的
330公里泥结石路硬化工程，已完成
241公里。到年底，将全面完成建设
任务，实现具备条件的5户及以上聚
集区全覆盖。

刘玉珮 龙搏
图片由铜梁区委宣传部提供

铜梁 交通提速畅原乡 乡村振兴开新局

今年以来，铜梁紧扣“十
件实事”任务清单，以“我为
群众办实事，交通提速畅原
乡”为主线，在实现“四好农
村路”组组通的基础上，在全
市率先全覆盖实施具备条件
的5户以上农村泥结石路硬
化工程，不断补齐乡村振兴
短板，切实改善人民群众出
行、农产品运输条件，助力乡
村振兴开好局。

我为群众办实事· 在行动铜梁

民生连着民心，民生工程就是暖心工程。
为进一步打通农村交通末梢，今年以来铜梁区在全覆盖村村通客车的

基础上，不断推动城乡客运一体化发展，让公交线路向农村地区延伸，切实
服务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

按照“成熟一条，开通一条”的原则，科学规划城乡公交线路。目前，全
区已开行农村客运线路100条，线路总里程2326公里。农村客车188辆，日
均载客量1.5万人次左右，266个建制村全部通客车，实现全区农村客运全
覆盖。

全面推动城乡客运一体化发展

链接》》

泥结石路改造

土桥公交站点建设前准备工作

已在“交管12123”App成功申领
电子驾驶证的驾驶人，可根据需要在手
机上登录“交管12123”App，查询、出
示本人的电子驾驶证。

（一）驾驶机动车。驾驶人可凭有
效的电子驾驶证驾驶机动车，遇到民警
执法检查时，可以选择出示纸质或者电
子驾驶证。

（二）办理交通管理业务。驾驶人
在办理驾驶证审验、换证、处理交通违
法或者交通事故等业务时，可提交电子
驾驶证办理。

同时，将在以下三个场景中推广应
用：

（一）道路运输行业管理。相关管
理部门需要核验驾驶人驾驶资质时，可
以采信电子驾驶证。客货运企业、学校
等单位在招聘驾驶人等环节，可以采信
电子驾驶证。

（二）保险业务办理。在车辆保险
承保与理赔时，保险公司可以核验驾驶
人的电子驾驶证，确认驾驶人驾驶资
质，办理相关承保或者理赔手续。

（三）汽车租赁。在汽车租赁时，租
赁企业可核验驾驶人的电子驾驶证，确
认驾驶人驾驶资质。

电子驾驶证咋用？
驾车办保险车辆租赁违法处理等可使用

申领电子驾驶证注意事项

1.驾驶人驾驶证在有效期内
的，可以通过“交管12123”App申领
电子驾驶证，但是驾驶证存在扣留、
暂扣、逾期未体检、逾期未审验、公
告停止使用等依法不能正常使用
的，不得申领。

2.驾驶证状态为撤销、吊销、注
销时，不能申领电子驾驶证，已申领
的不再显示。

3.驾驶证为锁定、停止使用时，
申领时显示“您的驾驶证状态异常，
无法申领驾驶证电子版，请联系驾
驶证发证地公安交管部门。”，已申
领的显示“您的驾驶证状态异常，驾
驶证电子版无效，请联系驾驶证发
证地公安交管部门。”

4.驾驶证准驾车型、驾驶证有
效期和发证机关发生变化时，驾驶
人需重新申领电子驾驶证。

电子驾驶证申领方式

电子驾驶证申领可通过“交管
12123”App完成或到全市各级车管
所办证大厅业务办理窗口办理。

1. 通过“交管 12123”App 申领
电子驾驶证具体流程为：登录“交管
12123”App——点击“驾驶证业务”

“驾驶证电子版”——提交证件照照
片——完成业务申请。

首次申领电子驾驶证时，“交
管 12123”App 将自动调取申请人
已留存的照片作为电子驾驶证照
片，电子驾驶证生成后，可以自愿
选择是否更换照片。对没有留存
照片的，“交管 12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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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审核后，用于生成电
子驾驶证。

温馨提示：申领电子驾驶证自9月
1日起实施后随时可通过手机办理。

2.通过手机申领失败的，可到
全市各级车管所办证大厅业务办理
窗口办理。

（来源：重庆交巡警公众号）

@所有司机 全国版电子驾照来了
持照可驾车，办理汽车租赁、保险理赔、交管业务等，“重庆版”电子驾驶证昨起停用
本报讯 9月 1日，记者从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获

悉，公安部决定于9月1日起，在前期试点基础上，全国
分批推广应用机动车驾驶证电子化。第一批推广应用
驾驶证电子化省市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在内的
28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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