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郑政办 〔2015〕110号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2015年郑州市黄标车淘汰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2015年郑州市黄标车淘汰工作实施方案》已经市政府同

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15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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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郑州市黄标车淘汰工作实施方案

为全面落实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15年河南

省黄标车淘汰工作方案的通知》 (豫政办 〔2015〕66号),根据

国务院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河南省蓝天工程行动计划》

及省市领导指示精神,按照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郑

州市2015年民生十件实事任务分解的通知》(郑政办 〔2015〕6

号)及十届第114次市委常委会议要求,切实做好黄标车淘汰工

作,强力推进我市大气污染治理,制订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目标

按照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对黄标车淘汰工作总的要

求,运用经济、行政、法律的手段,采取强制注销报废与以限促

淘报废相结合、区域限行与严格执法相结合、宣传教育与严查重

处相结合、压实责任与以奖代补相结合等措施,充分发挥网格化

管理的作用,动员机关、企事业单位、街道社区和社会各方力

量,积极引导全域黄标车有序淘汰,确保今年年底前完成全市

135017辆黄标车淘汰任务,实现黄标车拆解报废。其中,强制

报废72973辆黄标车;以限促淘报废62044辆黄标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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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任务

黄标车淘汰工作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各级各部门必须明确分

工、厘清责任、加强协作、形成合力,重点是要明确任务和完成

时限,确保按时、保质保量完成本职任务。

(一)将黄标车信息按照车辆所属行政区域进行分类,将黄

标车的车牌号码、车型、颜色、车主姓名 (或单位)、登记地址、

联系电话及强制或以限促淘等详细信息,8月底前提供给各开发

区管委会、县 (市、区)政府 (以下简称:各辖区政府),市大

气污染防治办公室、市交通委、市事管局。

责任单位:市公安局

(二)各辖区政府、各部门要按照本方案和 《2015年黄标车

淘汰任务分解表》(见附件)任务要求,制定本辖区、本部门黄

标车淘汰工作计划,主动作为,认真履责,确保11月底完成淘

汰任务。

责任单位:各辖区政府,市大气污染防治办公室、交通委、

事管局

(三)加强黄标车报废回收拆解工作,指导、监督汽车回收

拆解企业按市场价格回收报废车辆,确保报废车辆就地拆解,防

止报废车辆再次流入社会。督促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及时将回

收拆解的报废汽车信息输入商务部老旧汽车报废更新管理系统,

并与市公安局、市环保局定期进行信息交流对接,实现信息资源

共享共用。制定督查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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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市商务局

(四)指导各辖区政府建立郑州市黄标车提前淘汰补贴联合

服务窗口,审核 《报废汽车回收证明》,商务、公安、环保、财

政等部门派驻专人联合办公。

牵头单位:市商务局,各辖区政府

责任单位:市公安局、环保局、财政局

(五)市公安局和各县 (市)、上街区政府结合本辖区的实际

情况,调整或制定实施市区和本县 (市)、上街区黄标车限行措

施。

责任单位:市公安局,各县 (市)、上街区政府

(六)按照市公安局提供的车辆信息,在市财政补贴的基础

上,进一步研究本辖区的补助办法。

责任单位:各辖区政府

(七)按照市公安局提供的车辆信息,协调解决国家、省及

外地驻郑单位的黄标车淘汰工作。

责任单位:市大气污染防治办公室

(八)按照市公安局提供的车辆信息,协调解决市直单位公

务黄标车的淘汰工作。制定对市直机关单位黄标车淘汰工作考核

办法。

牵头单位:市事管局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直各有关单位

(九)研究制定营运黄标车淘汰工作实施方案,按照公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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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提供的营运黄标车信息,完成全市营运黄标车淘汰任务。对营

运黄标车认真细致地进行摸底排查,于11月底前将有关报废营

运黄标车手续,交至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制定对各辖区政府及

市交运集团、公交总公司营运黄标车淘汰工作考核办法。

牵头单位:市交通委

责任单位:各辖区政府,市交运集团、公交总公司

(十)对达到强制报废和三个周期未取得检验合格标志的机

动车,于8月底前公告其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作废,

公告期满仍未办理报废手续的,系统予以注销。

责任单位:市公安局

(十一)科学设置执勤岗位,利用卡口系统,实时查处黄标

车、无标车闯禁行,以及已注销车辆、报废车辆违规上路行为,

采集车主详细信息,通报属地政府入户开展教育引导工作;严禁

黄标车在我市辖区内买卖、转入及办理过户手续;严格执行尾气

检测前置,对尾气不达标,未取得环保检验合格标志的车辆,一

律不得核发安全技术检验合格标志;对逾期未进行车辆年度安全

技术检验或达到国家强制报废标准所有人逾期未办理注销登记手

续的,不予办理其所有人机动车相关业务。

责任单位:市公安局

(十二)积极开展尾气排放抽检工作,指导督促营运老旧车

辆每季度参加1次综合性能检测。对未取得绿色环保标志和尾气

检测不合格的营运车辆,一律不予办理道路运输年度审验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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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予发放 《道路运输证》。新申请进入道路运输市场且未取得环

保检测合格标志和安全技术检验合格标志的车辆 (含转籍、过户

车辆),一律不予核发 《道路运输证》。明确一个检测站,专门对

黄标车开展环保集中检测,严把尾气审验关口。

责任单位:市交通委

(十三)充分利用机动车尾气遥感检测车辆设备,与公安交

管部门开展联合执法,对无标车、黄标车、冒黑烟车辆以及其他

疑似尾气超标车辆进行实时监测,严厉查处排放不达标车辆。从

2015年11月1日起,全天24小时禁止黄标车在我市全域 (四

环以内、高速路、干线路和各县市、上街区城区)范围内的所有

道路通行,对闯禁行的黄标车发现一辆、查扣一辆、报废一辆;

加强检测机构监管,对出具虚假检测结果的检测机构从严处罚;

适时对大型停车场集中开展黄标车检查抽查。

责任单位:市环保局、公安局,各辖区政府

(十四)充分调动各类宣传资源及平台,先期以淘汰政策、

补贴流程等平面性宣传预热,中期以实事实例、解疑答惑等互动

性宣传推进,后期用反面典型通报、违规行为曝光等侧面性宣传

补充,最终达到全方位、立体式的宣传效果,为全面淘汰黄标车

工作营造出浓厚的宣传氛围。各级各部门要主动向宣传部门提供

信息,大力加强与各级各类媒体的联系,加大外宣力度,对黄标

车淘汰工作中的热点问题,典型案例要充分予以正面引导,切实

做到 “主动作为、善于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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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市委宣传部,各辖区政府

(十五)依法监督,严肃查处淘汰、补贴过程中的弄虚作假

和失职渎职等行为。

责任单位:市监察局

三、方法步骤

黄标车淘汰工作从现在开始,到12月上旬结束,分三个阶

段进行。

(一)动员部署阶段 (8月底前)

郑州市召开黄标车淘汰工作动员大会,明确各成员单位工作

任务和职责分工,各辖区政府、各部门要从思想上引起高度重

视,从行动上加强协调配合,树立一盘棋思想,加强协作,切实

形成工作合力。全市动员大会后各辖区政府也要广泛动员,周密

部署,充分发挥网格化管理的作用,认真做好辖区黄标车淘汰工

作。

(二)实施淘汰阶段 (9月1日至11月30日)

本阶段为黄标车淘汰工作重点阶段,各辖区政府、各单位要

在三个方面做好工作。

1.核查定位。根据市公安局提供的黄标车基本数据,各辖

区政府对各自单位淘汰任务数量进行认领,对认领黄标车的车辆

信息按街道社区区域进行逐一分解,并安排街道社区对黄标车辆

进行核查定位。

2.查扣交接。在完成核查定位工作后,各辖区政府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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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政策,对依法应予报废的车辆,督促车辆所有人或单位交回

收企业进行报废;对车辆状态正常未达报废条件的黄标车,采取

以限促淘,提前淘汰补贴的办法予以报废。所有交回收企业的车

辆,必须凭 《报废汽车回收证明》方视为淘汰报废。

3.疑难处置。对淘汰工作中出现的疑难问题,各单位要及

时收集并上报市黄标车淘汰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将组织相关

单位进行定期会商解决。

(三)总结验收阶段 (12月1日至10日)

市黄标车淘汰工作领导小组根据各辖区政府、各部门实际完

成情况进行总结验收,对完成任务的单位予以奖励,对尚未完成

的单位予以通报直至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督促其在年底前必须

完成任务。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为确保全市黄标车淘汰工作顺利开展,成立以省公安厅副厅

长、市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沈庆怀为组长,市政府副秘书

长赵红军、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张书军为副组长,各辖区政府、

市直有关部门主管领导为成员的郑州市黄标车淘汰工作领导小

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公安局,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张

书军兼任办公室主任,统一组织协调黄标车淘汰工作。各辖区政

府也要成立相应领导和办事机构,加强上下沟通和联系,确保各

项工作任务圆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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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严格执行政策

根据 《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黄标车淘汰工作方案

的通知》(郑政文 〔2013〕79号)规定,市财政按照每辆黄标车

补贴8000元一次性下拨至各开发区、市内五区。按照以限促淘

逐步趋紧的原则,9月底前,各辖区政府财政部门执行郑政文

〔2013〕79号文件要求补贴标准;10月份执行不高于9月份补贴

标准,具体由各辖区政府制定;11月1日起不再补贴,同时执

行更加严格限行措施,全天24小时禁止黄标车在我市全域范围

内通行。

(三)强化督查考评

市黄标车淘汰工作领导小组会同市政府督查室将抽调各成员

单位干部组成三个督导组,对黄标车淘汰工作进行督导检查,每

月对各辖区政府黄标车淘汰数量和工作进度进行考评、排名,对

开发区序列考核第一名奖励100万元;对市内5区序列考核第一

名奖励200万元,第二名奖励100万元;对5县 (市)、上街区

序列考核第一名奖励200万元。对2015年11月底前未完成任务

的辖区党政主要领导按照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党

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 (试行)》进行责任追究,

同时收回市级补助资金,并按未淘汰黄标车辆每辆16000元的标

准进行处罚。

联系人:刘大治 (13598866999)、王静 (13733819290);联

系电话:69623502、69623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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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015年黄标车 (强制注销)淘汰任务分解表

2.2015年黄标车 (状态正常)淘汰任务分解表

3.2015年营运黄标车淘汰任务分解表

4.报废汽车回收企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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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15年黄标车 (强制注销) 淘汰任务分解表

所属区域 单位车 (辆) 私家车 (辆) 小计

郑州航空港经济
综合实验区 0 0 0
郑东新区 1 4 5

郑州经济开发区 16 16 32
郑州高新区 4 21 25

中原区 2417 3070 5487
金水区 6777 6082 12859
二七区 2580 3213 5793

管城回族区 2335 2330 4665
惠济区 427 948 1375
上街区 381 491 872
登封市 758 1594 2352
新密市 1548 4032 5580
荥阳市 897 2543 3440
新郑市 1355 1922 3277
中牟县 746 1469 2215
合计 20242 27735 47977
中直 89 0 89
驻郑 79 0 79
省直 622 0 622
市直 1096 0 1096
合计 1886 0 1886
总计 22128 27735 49863

备注:其中营运黄标车13568辆。全市强制注销黄标车72973
辆,其中已办理注销22232辆,未明确归属地878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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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15年黄标车 (状态正常) 淘汰任务分解表

所属区域 小计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739
郑东新区 2436

郑州经济开发区 192
郑州高新区 802

中原区 4719
金水区 11496
二七区 5747

管城回族区 6199
惠济区 2441
上街区 843
登封市 2653
新密市 6524
荥阳市 3815
新郑市 4287
中牟县 2560
合计 55453
中直 166
驻郑 6
省直 683
市直 2499
合计 3354
总计 58807

备注:其中营运黄标车33728辆。全市状态正常黄标车62044
辆,其中未明确属地3237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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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2015年营运黄标车淘汰任务分解表

所属区域 强制注销 状态正常 小计

郑州航空港经济
综合实验区 0 25 25

郑东新区 5 69 74
郑州经济开发区 27 129 156

郑州高新区 21 104 125
中原区 993 2228 3221
金水区 3397 6099 9496
二七区 1280 2894 4174

管城回族区 1682 3867 5549
惠济区 383 1293 1676
上街区 214 433 647
登封市 733 1752 2485
新密市 1649 4457 6106
荥阳市 1106 2919 4025
新郑市 1216 3395 4611
中牟县 840 2171 3011
其他 22 1893 1915
合计 13568 33728 47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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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报废汽车回收企业名单

1.郑州市中原商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新郑市郭店镇工业园

区,电话:62502637,13903825273)

回收范围: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东新区、二七

区、管城回族区、新郑市、中牟县。

2.河南省中联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郑州市金水东路与新

107交叉口向北3公里路东,电话:13653711275)

回收范围:郑州经济开发区、金水区、新密市,省直、中

直、驻郑。

3.郑州三联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 (郑州市二七区侯

寨乡郭小寨村,电话:15836008128)

回收范围:郑州高新区、中原区、惠济区、上街区、登封

市、荥阳市,市直。

 主办:市公安局 督办:市政府办公厅七处

 抄送:市委各部门,郑州警备区。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法院,市检察院。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5年8月2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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