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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3点就有人排队 新车挂牌又扎堆
车管民警提醒：济南27个地方能挂牌，记得出门前先用微信公众号预约

□首席记者 吴永功

一年一度的新车扎堆挂牌风
暴，今年又如约来袭。有车主在排
队缴纳购置税时，被裹挟在人群
中脚跟离地，不由自主从一楼移
动到二楼。济南车管部门的数据显
示，进入1月份后挂牌数量比上个月
翻了一番。济南车管民警表示，挂
牌没必要非集中在这几天最忙的
时候，其实错峰挂牌更省心。

被挤得脚跟离地，女车主大喊“不办了”
“活了40多年，第一次感到生命

受到了威胁，那种场景太恐怖了！”
市民孙女士回忆起几天前为新车忙
活的事情，依然心有余悸。

去年12月下旬，孙女士的车辆
出故障送到4S店维修，维修人员建
议她，这辆车已经12年了，换个零件
需要花3000多元，还不如直接以旧
换新换个新车。孙女士跟家人一商
量，便当即换了辆新车。“卖车的告
诉我，说元旦后挂牌更划算，卖二手
车的时候会更保值。”孙女士说，1月
8日早晨6点，她便来到奥体西路的
一家交管服务站，排队缴纳购置税。
接下来的一幕，让她终生难忘。

随着大门打开，她被裹挟在人
群中开始不由自主地往前移动。“脚
跟已经离地了，我手里抓着材料，后
边是好几个人，在这个过程中我已
经被推到了墙上，手臂被挤伤，然后
就这样从一楼楼梯移动到二楼。”孙
女士吓坏了，她开始撕破喉咙大声
喊，“我不办了，不办了……”尖利的
声音传出后，她身后几个人当即迟
疑了一下，这时候她才感觉到脚跟
着地。

经历了一番折腾后，孙女士来
到税务大厅，拿到了排队号83号。当
天下午4点半，等了一天在临近下班
的时候，她终于缴纳了购置税。

用好“掌上车管”
预约业务看忙闲

车管民警提醒大
家：由于新车挂牌业务
流程多，办理时间较其
他业务长，广大车主应
尽量错峰办理业务，在
新车临牌有效期内挂
牌即可。

据了解，一辆新车
自开始排队等待办理
要经过查验机动车、上
传机动车信息、查验新
车资料并审核、窗口办
理及选号、制证的流程，
再加上车主扎堆办理，
因此就使得等待时间
更长。

为了节省时间，市
民可以使用“济南车
管”微信公众号中的
业务指南进行业务预
约。预约成功到车管
所查验通道，验完车
后进入大厅可享受预
约通道办理，减少等
待时间。其次，也可通
过“济南车管”微信公
众号忙闲指数查看各
车管所当前排队等候
人数，根据自身情况
选择就近或者排队等
候人数较少的车管所
办理。

每年元旦后扎堆，车管所门前车队排2公里
在孙女士排队的时候，前边好

几个人说，自己从凌晨3点就开始排
队了。此时孙女士注意到，有好几辆
车夜间便停放在查验区等待。这样
的一幕在市区多个税务大厅和车管
服务窗口都出现了。几天来，市区购
置税大厅、车管所、交管服务站附近
也都排起了长队。

1月10日上午，槐荫交警大队车
管所大厅内座椅全部被坐满，十几
个窗口中，最繁忙的便是新车注册
的窗口，不时有新车车主围在窗口
前打听。在市中交警大队车管所，路
边排队的车辆彻夜不断，有人以为
这是在排队等候车管所挂牌，其实
这是在等待车管所北邻税务大厅缴
纳购置税。“元旦后这几天，要是不
早来排队，一天的流水号很快就发
完了。不能缴纳购置税，咋挂牌？”有
排队的车主跟旁边的人交流着。

最为壮观的则是经十西路济南市
车管所，偌大的院子里，排队挂牌的车
辆排起长龙，最夸张的时候，车队队尾
一直延伸到了经十西路蓝石大溪地附
近，长达2公里。一直到上午11点多时，
队尾还在经十西路上压车三四十米。

“元旦过后车主扎堆挂牌这种
现象，最近五六年来每年都会出
现。”济南市车管所宣传科副科长刘
艳蕾说，随着元旦假期的结束和新年
的临近，济南车管业务高峰再次来临。
元旦小长假结束后到济南市车管所、
各区县车管分所及各服务站办理新
车挂牌业务的车主明显增多。

从往年来看，进入1月份后的新车
挂牌量比上个月翻一番还多。今年元
旦后第一周仅三天时间，济南全市新
车挂牌的业务量就高达5640辆，比平
时一周的挂牌量还多。1月2日到1月8
日，济南全市新车挂牌共9913辆。

济南27个地方可挂牌
请就近选择

目前，济南各县区
分所以及车管服务站
均可办理新车挂牌业
务，进口车也可在市内
五区分所办理挂牌，但
很多车主因为不了解
情况，往往舍近求远扎
堆到济南市车管所办
理业务，这样一来，不
仅使济南市车管所业
务量居高不下，同时也
增加了市民办理业务
的等待时间。

济南全市共有27
个办理国产小型机动
车新车挂牌业务的网

点，包括济南市车管
所、济南市内五区车管
分所及4S店登记服务
站，且机动车号牌选取
是济南全市统一号池，
任何服务站选到心仪
号牌的几率都相等，车
主完全可以就近选择
挂牌地点，无需“扎堆”
到车管所办理业务。

需要注意的是，济
南全市有7个网点可办
理进口车注册登记业
务，除济南市车管所
外，还有银座4S店服
务站。

多重原因导致
元旦后扎堆挂牌

民警了解到，很多
前来挂牌的车主并非
元旦后买的车，而是
在2018年12月份就已
经买车了，但是一直
到2019年1月才到车
管所挂牌。很多车主
认为，元旦过后就是
新一年，这时挂牌就
是2019年的新车，而
在 1 2 月份挂牌则是
2018年的车，到时候
二手车交易不保值。
此外，还有些人认为，

拖延到新年挂牌能讨
个好彩头。

“其实，这是个误
解。”就这一现象，济南
市车管所业务指导科
科长毕于波表示，经过
咨询多个二手车交易
评估专业人员得知，二
手车价格评估并非只
看年限，还要从车况、
汽车行驶路程、汽车外
观、内部装饰、主要部
件来做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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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过后，济南各车管所附近挂牌车辆排起长队。 交警供图

机动车新车注册登记网点名单
登记网点名称 地址

济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车辆管理所

济南市槐荫区经十西路4199
号

济南市交警支队历下区交警
大队车辆管理所 济南市高新区港西路1111号

济南市交警支队市中区交警
大队车辆管理所 济南市市中区郎茂山路8号

济南市交警支队槐荫区交警
大队车辆管理所

济南市槐荫区张庄路400-8
号

济南市交警支队天桥区交警
大队车辆管理所

济南市天桥区二环北路赵家
庄246号

济南市交警支队历城区交警
大队车辆管理所济钢机动车
登记服务站

济南市历城区工业北路6号

济南市交警支队长清区交警
大队车辆管理所 济南市长清区峰山2929号

济南市交警支队章丘交警大
队车辆管理所

济南市章丘区新东外环南首
新党校对面

济南市交警支队平阴交警大
队车辆管理所 济南市平阴县万商城

济南市交警支队济阳交警大
队车辆管理所

济南市济阳区济阳镇纬四路
81号

济南市交警支队商河交警大
队车辆管理所 济南市商河彩虹路中段

华达4S店机动车登记服务站 济南市历下区花园路与奥体
西路交叉口向北500米路西

润华4S店机动车登记服务站 济南市槐荫区经十西路润华
汽车主题公园

明星4S店机动车登记服务站 济 南 市 槐 荫 区 经 十 西 路
28438号

世通4S店机动车登记服务站 济 南 市 槐 荫 区 经 十 西 路
31210号

大友4S店机动车登记服务站 济南市槐荫区经十西路368号

鸿发4S店机动车登记服务站 济南市市中区望岳路3777号

大众报业4S店机动车登记服
务站

济南市长清区平安南路5666
号齐鲁汽车生活广场

银座4S店交管服务站 济南市历城区经十路2289号

匡山汽车大世界4S店机动车
登记服务站

济南市槐荫区二环西路3456
号匡山汽车大世界东区32号

齐鲁宝源4S店机动车登记服
务站 历城区工业北路66号

大亚汽贸4S店交管服务站 历城区工业北路70-1号

章丘区明星4S店交管服务站 章丘区济青路明水眼科医院
西邻

商河县钱隆汽车城4S店机动
车登记服务站

商河许商办事处钱铺村钱隆
汽车城院内

金万通机动车登记服务站 济南市槐荫区经十西路3566号

济阳齐鲁德众机动车登记服
务站 济南市济阳区富阳街69号

济西新能源机动车登记服务站 济南市经十西路7077号

逛年货大集
省心省力还省钱

生活日报年货大集·2019新春年货会

时间：1月17日-20日 地点：山东新闻大厦一楼大厅 年货热线：85193088/156·156·156·69


	s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