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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考不出驾照 2千多人白学了
这是去年全年的数字，今年前5个月又有520人“超期作废”

相关新闻

走绿色通道 市民“压哨”拿驾照

□记者 吴永功

生活日报6月17日讯 如果3年
学车有效期将满，怎样才能在最短的
时间内参加考试把驾照拿到手？是不
是只能眼睁睁看着之前付出的时间
和金钱付诸东流？其实，这种情况下

可以向车管部门申请“绿色通道”，参
加一场“私人订制”的驾考。记者从济
南市车管所获悉，尽管有“绿色通
道”，还是有很多驾考学员因为超期
而失去了考试机会，去年一年，济南
就有2000多人因3年有效期满没有考
出驾照而前功尽弃。

学员经历

没时间练车，三年仅考过科目一
2011年4月，在省城一家事业单

位工作的杨先生与同事一起报名学
车。当年年底，他参加了科目一考试
并顺利通过，之后因为工作太忙，抽
不出时间专门学车，练习科目二“场
地驾驶技能”过程中，他两个月内总
共趁着周末去过驾校4次，摸了6把方
向盘。当时，因为驾校排队练车的人
太多，杨先生觉得去了也练不了几
次，便再也没去。

到了2013年秋，在缺课将近两年
之后，杨先生接到了驾校教练喊他去
练车的电话。然而，此时他手头的工
作比原来更忙了，连周末练车的时间
都抽不出来了。

“等过段时间再说吧！”他告诉教
练，自己事情太多，暂时没有时间练
车。此后，教练先后五六次电话联系
他，“邀请”他到驾校练车，每次他都
无暇顾及。

就这样，一直等到2014年年底，
距离参加完科目一考试已经接近3年
的时候，杨先生觉得自己实在不可能
抽出时间练车，便索性对练车一事采
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我知道3年有
效期到了，将来学车就要重新开始，
但是确实没办法，抽不出时间来。”杨
先生说。

就这样，他的这次学车之旅，便
以仅仅参加完科目一考试而告终。

驾考服务

发短信提醒，超期学员少了一半
其实，跟杨先生经历相似的，在

济南还有很多。
所谓“学车有效期”，指的是学员

科目一考试合格后，取得的《机动车
驾驶技能准考证明》有效期为3年。也
就是说，考生必须在科目一考试合格
后3年内取得驾驶证，超过期限的话，
以往的考试成绩全部作废，需要重新
报名、学习、考试，这给学员带来的将
是经济、时间和精力方面的多重损
失。

据了解，每年都有考生“卡着点”
考试。济南市车管所副所长孙安吉告

诉记者，今年1到5月份，济南大约有
520名学员在3年有效期内没有通过
驾照考试；2014年这一数字更大，全
年共有2000多人因3年有效期满没有
考出驾照而前功尽弃。

为了防止学员因3年有效期满而
浪费考试机会，今年以来，济南车管
开始推出相应的超期临界提醒服务。
通过梳理系统内信息，今年以来，济
南车管部门提取归类6个月内临期学
员的信息，共发送提醒信息12949条，
正是因此，技能证明过期的学员数量
才比去年同期减少了一半。

超期原因

驾校怪学员，学员抱怨排不上号
与杨先生不同，赵女士之所以没

能在3年有效期内考出驾照，是因为
她报名时还在济南工作，学车过程中
却换了工作去了外地，无法继续在济
南学车。

赵女士的同事孙女士，则是因为
学车期间怀孕、生孩子、带孩子耽误
了学车，等她有时间学车的时候，又
恰好遇到驾校学员太多。

“一个教练带着30多个学员，根
本轮不上我。”孙女士说，因为摸不到
方向盘，她一气之下不再学车。

“有些是主观原因，有些是客观
原因。”孙安吉分析说，去年2000多名
超期作废的学员中，绝大多数是参加

工作后学车的学员，其中有一部分是
不在济南，无法参加培训和考试，还
有一部分是个人时间与驾校训练时
间难以吻合，导致一再延误。

在已经拿到驾照的市民李先生
看来，这么多学员因超期而前功尽
弃，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驾校扩招导
致学员练车排不上号。

不过，济南一家大型驾校的负责
人认为，现有待考的学员中，一大半
不能按时接受培训，超期是学员个人
原因导致的，“前不久，我们为了让老
学员来学车，先后联系了400多人，结
果只有30多人来练车。我们比学员更
着急。”

□记者 吴永功

生活日报6月17日讯 如果学
车3年有效期将满，或者有紧急事
由，济南市民可以向济南市车管所
提出申请，车管部门会为学员开辟
绿色通道，绕开驾校的考试计划，搞
一场“私人订制”式的驾照考试。

驾考也可私人订制

6月18日是市民赵先生学车3年
有效期的最后一天，如果这天拿不
到驾照，他之前所有的金钱和时间
付出都将化为泡影。6月17日下午，
得益于济南车管的驾考绿色通道，
赵先生一路绿灯，享受了一把“私人
订制”式的特殊驾考经历。幸运的
是，17日下午，赵先生的科目三路考
顺利过关，这样，如果18日的科目三
交通文明常识理论考试能够过关，
他便可以“压哨”涉险拿到驾照了。

“一波三折！”说起自己的学车
经历，赵先生感慨道。

赵先生今年30岁，是济南一家
公司的员工。2012年6月10日，他从
济南鲁政苑驾校报名学车。他清楚
地记得，当年6月18日他顺利通过了
科目一考试，可是，正要准备科目四
时，他突然接到了公司的外派任务。

“像我们这种私企，工作外派我
们也没办法，由不得自己选择。”回
忆起当时的一幕，赵先生说，因为这
次外派，他的科目二考试便被耽误
下来，而且这一耽误就是将近3年。
今年3月份，赵先生被调回济南后，
才想起了学车的事。

“我一直没考科目二和科目三，
驾校安排的时间根本就不够。”而
且，因为上班时间很紧张，他学车时
间也不能保证。

今年6月2日，在仅仅练习了4天
场地之后，赵先生参加了科目二考
试，结果未能通过。此时的他开始焦
急起来。

“我知道一到6月份，学车的高
峰期就来了，如果按照驾校的考试

计划，我肯定没机会了。”赵先生说，
情急之下，他联系了济南市车管所
考试科。经考试科安排，6月10日，赵
先生补考科目二并顺利过关。不过，
此时距离学车有效期到期已经只剩
8天时间了。

为此，考试科民警继续开辟绿
色通道，专门为赵先生预约了6月17
日的科目三考试。于是，科目二考试
结束后，赵先生从公司请假专门练
习路考，终于在17日这天通过了科
目三。如果不出意外，6月18日，他将
在3年有效期的最后一天“压哨”涉
险取得驾照。

绿色通道惠及学员

“针对特殊学员，我们从去年开
始启动了绿色通道。”济南市车管所
副所长孙安吉表示，像赵先生这种

“压哨”拿证的情况，济南车管2014
年一共遇到过8次，今年也已经有2
人在最后一天拿到驾照。

孙安吉介绍说，去年中秋节晚
上8点多，车管所为了帮助考生赶在
最后一天拿到驾照，曾经安排宣传
科、档案科合力，专门安排过一场一
个人的夜考。当天晚上忙活到11点，
这名学员终于赶在有效期满1个小
时前惊险拿到了驾照。

孙安吉告诉记者，驾考“绿色通
道”是针对考生技能证明即将到期、
出国、参军、怀孕、到外地工作以及
学生暑期过后将要离济等特殊情
况，由考生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车管
所审核情况属实后，不按照驾校的
考试计划安排考试的一种便民服务
办法。

对于3年有效期快要过期，出国
留学、外出务工或者学生暑假期间
回来参加考试等情况，只要考生提
出申请，并能够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车管所审核属实后，民警会在原有
驾校考试计划的基础上，优先安排
这部分特殊学员考试。

据了解，2014年暑期，共有1916
名学员享受到了这项惠民措施。

特别点击

一个人的驾考
□记者 吴永功

今年4月10日上午，影山驾校
一名学员急匆匆地赶到济南市车
管所考试科向民警求助。原来，这
名学员的考试资格将于4月12日到
期，而此前，该学员一直在外地工
作。

了解到相关情况后，考试科立
即为其开启“绿色通道”，着手安排
4月11日的考试事宜。巧合的是，这
名学员的科目三路考抽中了夜考，
而且恰逢周六，这就意味着，他的
科目三交通安全文明常识要安排
在4月12日周日这天，而按照惯例，
这天是考试科民警的休息日。

于是，考试科立即协调相关
科室，于周日上午为这名学员单
独安排了一场安全文明常识考
试。最终，该学员在3年有效期到
期前的最后一刻拿到了驾驶证。

为一个人加班
□记者 吴永功

市民张先生因工作繁忙，
2011年8月11日考完科目一后，没
有及时进行接下来的培训和考
试，2014年7月30日，他参加了科
目三考试但没能过关。此时距离
技能证明到期只有12天，如果11

日不能考试或者考试不及格，他
就要重新报名学习驾驶。

按照规定，8月10日那天他才
能预约补考，但那天恰逢周日，车
管所休息。针对这种特殊情况，考
试科立即为他开通了“绿色通
道”，一方面让他积极训练，争取
通过考试，另一方面安排人员周
日加班为他预约考试，并协调宣
传科、档案科做好准备：如果该学
员抽到夜考，也将加班为其进行
安全文明常识考试、领证前教育
和制作驾驶证。

幸运的是，张先生被抽到白
天考试，并且顺利通过了科目三
考试，拿到了驾驶证。成功申请绿色通道后，考试车可以为学员单独启动。 记者 吴永功 摄

所谓“学车有效期”，指的是学员
科目一考试合格后，取得的《机动车
驾驶技能准考证明》有效期为3年。也
就是说，考生必须在科目一考试合格
后3年内取得驾驶证，超过期限的话，
以往的考试成绩全部作废。

为了防止学员因3年有效期满而
浪费考试机会，今年以来，济南车管
所开始推出相应的超期临界提醒服
务，提取归类6个月内临期学员的信
息，向其发送提醒信息。

车管所审核属实后，民警会在原
有驾校考试计划的基础上，为学员开
辟绿色通道，优先安排特殊学员考
试。

遇到技能证明即将到期、出国、
参军、怀孕、到外地工作以及学生暑
期过后将要离济等特殊情况，考生可
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向济南市车管所
申请开通绿色通道。

临期学员如何申请“绿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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