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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 ３ 年中心城市将大变样浴

禾点点

南湖区出台十大专项行动
１２ 月 １０ 日上午，南湖区召开中心城市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包括城市景观风貌提

注意浴嘉兴巡游车 尧网约车司机从业

执时，应当立即予以劝导或制止；当一个人

资格考试有新规

能力有限时，可发动其他乘客一起做好劝

从 １２ 月 １０ 日起，嘉兴市巡游、网约出

导和制止工作。
“平安守护员”将成为乘客

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将实行“两考合

与司机之间矛盾纠纷的缓冲屏障，为司机

管账户）的经纪机构，银行才能提供此项服

一”、
“两证合一”
。同时，巡游、网约出租车

留出充足的时间处理险情。

务。

驾驶员的从业资格认证，将统一使用升级

品质提升工作动员部署大会。南湖区出台
了中 心城市品质提升三年行动计划

０３

文 ／ 记者 张莺

升、
“绿城花海”、夜景亮化等十大专项行

后的出租汽车监管系统进行报名考试，实

旧版公交卡如有余额袁请抓紧在 １２

动的详细计划表。

现网上报名、网上审核、网上约考、现场发

月底前转至新卡

十大专项行动和居民的日常生活息

证等功能，方便群众办事。

长达 ２ 年多的新旧公交 ＩＣ 卡换卡时

息相关，工程量相当大。比如老城区
“一环

据介绍，接下来的出租汽车驾驶员从

四路”整治提升，精品特色主题公园、绿道

业资格考试，将在巡游和网约出租汽车驾

建设，嘉兴东出入口、广益路 （老 ０７ 省

驶员从业资格考试全国公共科目已经使用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嘉兴公交公司正式发行

道－三环东路）夜景亮化，广益路（三环东

统一考试题库的基础上，将区域科目考试

新版嘉兴公交 ＩＣ 卡。新版嘉兴公交卡相较

路－中环东路）、中环南路夜景亮化工程，

题库合二为一 ，使用一个题库 。考试通过

原一代密钥卡安全性更高、保密性更强、使

交通路网、公共交通设施 、公交专用道建

后，统一发放《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

用范围更广，可实现异地城市互联互通功

设，城市有机更新，中环南路、纺工路和南

证》。

能。目前，新版嘉兴公交卡市区发卡 ５３．１９

湖新区 ＣＢＤ 区域整治提升，２１０ 个老 （旧）
住宅小区（点）整治，２４６ 条街巷整治，
“低

春运火车票本月开售浴
嘉兴人赶紧收好这张时间表

间，即将到期了！还持有旧卡（有余额）的市
民乘客，请抓紧换卡或将余额转至新卡。

改革后，驾驶员通过手机微信端或者

万余张，每日乘车刷卡近 １２．３９ 万人次，已

ＰＣ 电脑端进行在线报名，上传相关资料。在

实现全市域、上海等全国 ２００ 多个城市的

２０１９ 年春运，从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１ 日（腊

报名环节上就能实现
“零次跑”
。待资料审核

互联互通。

月十六）开始，到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 日（正月廿

通过后，会有短信提示，之后可以通过嘉兴

市区三塔里地块房屋征收工作启动

五）结束。据铁路部门发布消息称，１２ 月 ２３

市运管局的微信或网站进行考试时间预约。 渡，公交公司推出新旧公交 ＩＣ 卡换卡服

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 ，１２ 月 ７ 日，市

日，就可以购买春运第一天（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考试合格后，现场就能领到从业资格证。

散乱”企业（作坊）综合治理等。

区三塔里地块房屋征收公告已经张贴出
去，这也意味着三塔里房屋征收工作正式
开始了。
据介绍，
三塔里地块是上世纪八十年代
居民集中自建的老房子，
在早年的城市化进

１２３０６ 预付钱可自动购票和退票。中国铁

务。旧版公交卡换新卡的截止时间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请广大市民乘客再检查下

２１ 日）的火车票和汽车票了。
相比往年 ，今年春运期间买火车票

为实现新、旧公交卡换卡工作平稳过

守护平安 浴嘉兴所有公交车都将设

家中是否还留存有余额的旧版公交卡，并

置一个特殊专座

于今年 １２ 月底前至公交 ＩＣ 卡办理中心

路客票发售和预订系统研发的技术带头人

（中山东路 ７６６ 号）或南湖区行政审批服务

单杏花透露，她和团队研发的“候补购票”

中心公交 ＩＣ 卡办理窗口 （凌公塘路 １６８３

程中，这是嘉兴市区第一个安置
“城中村”。 功能将于 ２０１９ 年春运期间上线，届时抢票

号 １ 楼 Ｃ０７ 号窗口），将旧卡余额转至新卡

整个三塔里片区，东至明月河，南至三塔路 ， 情况将会再次得到缓解。候补购票指的是

继续使用。

西至越秀南路，北至明月路，涉及征收的有

当火车票卖完了，旅客可以在 １２３０６ 平台

８０ 户居民、
房屋面积约 １９０００ 平方米。

登记购票信息并支付预购票资金，如有退

嘉兴成功创建首个省级广告产业园区

票、余票，１２３０６ 系统将自动抢票。

全省首创浴嘉兴市本级二手房交易
实现一站式办结

近日，位于南湖区的嘉兴国际创意文
化产业园被省市场监管部门评为浙江省广

嘉兴货车司机看过来浴

嘉兴市二手房合同网签、资金监管、 这里有一份重要通知

告产业园区，成为全市首个省级广告产业
１２ 月 ７ 日上午，嘉兴运管和公安部门

贷款“一窗式服务”政银合作签约仪式近

共同召开新闻通气会，全市 ２８００ 多辆公

日在嘉兴市建委举行。今后，市本级二手

交车都将设置平安守护员专座。

园区。
嘉兴国际创意文化产业园规划面积
１．６ 平方公里，现已集聚广告设计与传媒、

根据计划，全市五县两区于 １２ 月 １０

文化与艺术、创新型互联网三大新兴产业

既方便了市民，也使二手房交易更加规

日前在所有 ２８９１ 辆公交车上完成
“平安守

企业 ８００ 余家，其中涉及广告及相关联的

范。这一举措在全省尚属首创。

护员”专座设置。在公交车上客门附近，离

文创企业 １４０ 家，注册资金 ４．７３ 亿元。今年

在签约仪式上 ，工行、农行、中行、建

驾驶员最近的一个座位将张贴“平安守护

上半年，园区广告及相关联企业实现产值

行、招商、中信、浙商、光大、民生等 ９ 家银

员”
字样，任何具有正义感和责任感的热心

２．７５ 亿元。

房交易在指定银行就能实现一站式办结，

嘉兴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近日发布

市民都可通过就座公交车上的“平安守护

级的二手房合同网签、资金监管、贷款，均 《关于市区交通调流的通告》，对市区货运

员”专座承担起
“平安守护员 ”职责。作为

行，分别与市住房保障局签约。今后，市本
可以在这 ９ 家银行的 １１ 个网点办理。
本次“一窗（站）式服务”的签约落地 ，

车辆等交通组织进行调整。
根据《通告》，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三环

主要将二手房网签、资金监管、按揭贷款 ３

东路—三环南路—三环西路—三环北路

个分属房屋交易部门 、房地产经纪机构

（不含上述道路）以内区域（７：
００—２１：００）

（以下简称经纪机构）及金融部门的服务

禁止重型载货汽车、外地载货汽车、专项作

事项有机融合，实现“一窗（站）式服务 ”， 业车、正三轮摩托车、电动三轮车通行；全
解决 ３ 个服务事项在不同单位 （部门）办

天禁止低速载货汽车（四轮农用运输车）、

理给群众房屋交易带来的诸多不便。

三轮汽车（三轮农用运输车）、运输危险物

服务办理模式从最初的线下运行，提

品车辆通行。三环东路—长水路—昌盛南

升到合作双方在合同网签、经纪机构备

路—昌盛中路—昌盛北路—昌盛东路—三

案、交易信息、资金监管数据的实时共享

环北路—三环东路（不含上述道路）以内区

互通。 市民原先办理二手房交易合同网

域（７：
００—２１：００）禁止载货汽车通行。广益

签、资金监管、贷款 ３ 个服务事项，需要跑

路、中山西路全线全天禁止重型载货汽车

经纪机构、银行、审批中心三个地方，花费

通行。秀园路（其中秀园大桥至中山西路不

近半天的时间，而现在则可缩短到仅需 １

含，其余路段含）—东升西路（不含）—三环

小时左右即可办结。

西路（不含）—运河以内区域道路 ７：００—

特别提醒：市民在房屋买卖选择房地

２１：００，禁止外地载货汽车 、本地大（中）型

产经纪机构时，一定要先询问是否在政府

及以上载货汽车、专项作业车通行；全天禁

主管部门备案、是否能做资金监管。因为

止低速载货汽车（四轮农用运输车）、三轮

“一窗（站）式”服务事项只有在政府主管

汽车（三轮农用运输车）、运输危险物品车

部门、银行机构办理了备案登记（开设监

辆通行。

“平安守护员”
，当发现乘客与驾驶员起争

接下来，我市将进一步强化培育指导，
积极为园区建设、平台搭建、产业培育、人
才引进等争取政策、资金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