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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欧嘉福 通讯员

穗环宣）

昨日， 记者从广州市生态环境

局获悉，9月1日起，广州市将施行新修订

的《广州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

。《规定》进一步明确

了机动车所有人、使用人、驾驶人以及机

动车维修单位、 机动车排气污染检测机

构、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的法律责任。 明确

规定机动车排放不达标禁止上路、 禁止

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车用燃料等。

据了解，新《规定》主要修订了3方面

内容：一是对照上位法审查、修改了禁止

性、 义务性规定。 二是健全工作机制体

制。 规定市人民政府可采取相应措施合

理控制燃油机动车保有量， 要求建立机

动车排气污染防治协调制度、 实行排气

污染定期检查与维护制度， 删除了不符

合“放管服”精神的有关内容。 三是梳理

了有关法律责任条款。

如2007版《规定》 中第十五条规定

“禁止销售和使用不符合规定标准的车

用燃料”，新《规定》增加了禁止生产、进

口不符合标准车用燃料的内容。 新《规

定》第十四条、第二十二条分别明确规定

“机动车维修单位应按照防治大气污染

的要求和国家有关技术规范进行维修”

“禁止排放检验不合格的机动车上道路

行驶”，提出了机动车维修单位。 驾驶人

的责任， 这些都属于2007版规定中没有

明确要求的内容。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通讯

员 刘文添）

诉讼行为也要纳入信用评

级，打官司太任性或成“污点”。 8月29

日， 广州互联网法院召开专题新闻发

布会， 推出全国首个司法信用概念和

首个互联网司法信用报告制度， 并同

时发布了《广州互联网法院关于建立

互联网司法信用报告制度的若干规定

（试行）

》。

36种行为影响信用评级

司法信用报告制度是广州互联网

法院为完善互联网司法信用评价机

制，推动网络空间信用治理体系建设，

探索从源头破解送达难、 执行难所出

台的重要创新举措。 该制度首次确立

“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是否自觉遵守

诉讼规则、 主动履行法律义务等行为

的表现情况”作为司法信用的概念，同

时选取了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36种行

为作为司法信用等级的评定要素，通

过在个案中进行对应选取并综合评定

等级后，制作成司法信用报告。

司法信用报告创设了“五色信用”

评价体系， 既肯定和激励遵法守信行

为，也否定和惩戒违法失信行为。 其总

体评级共分为绿、蓝、黄、红、黑5个等

级，其中绿色为信用优秀等级，蓝色为

信用良好等级，黄色为一般失信等级，

红色为较重失信等级， 黑色为严重失

信等级。

该信用评级不仅仅是针对当事

人，规定中明确，对当事人之外的诉讼

参与人及其他人或者在非执行程序中

需作出司法信用报告的， 参照本规定

执行。 这意味着，作为代理人的律师，

如果存在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诉讼行

为，法院也可能作出信用评级。

评级低或要通报单位

在司法信用报告制作后， 广州互

联网法院会将报告存储于“网通法链”

智慧信用生态系统， 建立互联网司法

信用档案，供相关机构和个人查询；通

过网络媒体、该院官方网站和“E链智

执” 执行工作平台等途径发布司法信

用报告。

该院还确立司法信用的正向激励

机制， 对司法信用报告总体评级为绿

色或者蓝色等级的， 会在征得当事人

同意的情况下，向市场监管、金融及征

信机构等部门推送， 以进一步营造遵

法守信的良好社会氛围。

而对总体评级为黄色、 红色或者

黑色等级的， 会作为在个案执行中对

应采取限制消费、网络曝光、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等执行措施的重要参考，强

化对被执行人在互联网金融、 移动电

子支付、网络购物、网络服务等方面的

限制与惩戒，并定期向市场监管、金融

及征信机构等部门推送该当事人相关

失信评价信息， 以进一步压缩失信当

事人的网络活动空间。

规定中还明确，国家工作人员、人

大代表、 政协委员等人员的司法信用

评级为黄色、红色、黑色等级的，将通

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

同时，对于当事人事后自觉悔改、

主动履行法律义务的， 可以自收到司

法信用报告之日起5日内提出信用变

更申请。 对申请理由成立的，法院可酌

情调高总体评级。

据悉，该制度自今年7月份试行以

来，已累计制作司法信用报告48份，其

中绿色信用等级1份、黄色信用等级37

份，红色信用等级10份。

后日起机动车排放不合格禁止上路

广州新规进一步明确机动车所有人、驾驶人等的法律责任

机动车所有人：

在本市初次登记上牌和申请迁入本市的机动

车，不符合本市执行的新的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公安机关将

不予登记（第八条）；在用机动车所有人、使用人不得拆除、闲置或

者擅自更改在用机动车排气污染控制装置（第十条）；机动车所有

人、 使用人应当选择具有机动车排气污染检测资质的机构进行排

气污染检测（第二十一条）。

驾驶人：

被抽检机动车的驾驶人不得拒绝抽检（第二十二条）；

经道路或者车辆停放地抽检不符合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机动

车，相关部门将责令机动车所有人、驾驶人予以改正，同时将检测

结果记录在册、输入监督管理数据库，并予以公告（第二十四条）。

使用人：

《规定》提倡机动车使用人临时停车时熄火（第十七条）。

排气污染检测机构：

应有相适应的检测仪器设备，并取得有关

资质认定（第十九条）；应建立机动车排气污染检测情况档案，按有

关法律、法规、技术规范的规定和与广州市执行的新的机动车污染

物排放标准相适应的检测方法、检测标准进行检测，出具真实、准

确的检测报告， 按要求将检测结果报送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第二十条）。

机动车维修单位：

应按相关要求和技术规范对在用机动车进

行维修，使其符合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并将机动车排气污染控

制指标纳入维修质量保证内容， 在质量保证期内承担维修质量责

任；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将对经维修交付使用的机动车进行排气污

染抽检（第十四条）。

有关企业：

生产、进口、销售车用燃料的企业禁止生产、进口、

销售不符合标准的车用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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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提档升级

党群服务阵地

推行“四服务”“四公开”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昨日，

广州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新闻发布会

在广州国际媒体港举行。 记者从会上

获悉，今后广州将着力提高党群服务

阵地服务质量，加大各类阵地资源整

合力度， 全面推行“四服务”

（“点单

式 ”服务、预约服务 、上门服务 、代办

服务）

“四公开”

（开放时间 、 活动计

划 、便民内容 、服务项目 ）

，推进党群

服务阵地提档升级。

据介绍，广州印发实施《全面提

升组织力 构建“令行禁止、 有呼必

应”基层党建工作格局实施方案》，作

为广州加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主

抓手，全面提升城市基层党建引领基

层治理整体水平。 在“令行禁止”方

面，突出党的政治功能，推动各级党

组织在贯彻落实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上做到坚决有

力。 截至7月底，广州市共拆除违法建

设3004.23万平方米，完成全年目标任

务的66.76%。 涉黑恶警情、立案同比

分别下降9.9%、15.1%。 全市112条黑

臭河涌中已有107条达到“初见成

效”。 在“有呼必应”方面，优化党组织

服务功能，精准解决城市群众关注度

高、受惠面广、急需解决的民生问题，

实现“有呼必应、有诺必果”。

下一步，广州城市基层党建将着

力强化镇

（街）

党

（工）

委政治功能。 扎

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大力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进街道、进社区、进头

脑。

同时， 广州将提高党群服务阵

地服务质量。 加大各类阵地资源整

合力度， 全面推行“四服务”

（“点

单式” 服务、 预约服务、 上门服务、

代办服务）

“四公开”

（开放时间、

活动计划 、 便民内容 、 服务项目 ）

，

推进党群服务阵地提档升级。 市委

组织部每年将开展1-2次覆盖11个区

的暗访调研。

成绩单

●截至7月底， 广州共约26万在

职党员回社区报到并开展服务。

●截至7月底， 全市共建立园区

党组织144个、 商务楼宇党组织151

个、商圈市场党组织69个、行业党委

18个。

●在今年5月“全国城市基层党

建创新案例”征集评选活动中，广州

市4个案例从全国4000多个案例中脱

颖而出，进入城市基层党建案例复评

名单，案例数排名全国副省级城市第

二、全省第一。

●截至7月底， 全市配备党建指

导员540名， 社区专职副书记863名。

全市2684个村

（社区 ）

党群服务阵地

实现全覆盖， 同时建成3个区级、106

个镇

（街）

党群服务阵地，初步建成了

“城市15分钟党群服务圈”。

打官司不讲诚信 小心通报给单位

广州互联网法院建立全国首个互联网司法信用报告制度

司法信用报告样本。

信息时报记者 何小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