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熊栩帆 美编：梁文珊 校对：叶春晖

报料有奖：

０２０－３４３２３１１１

奇事、趣事、愤怒事、感人故事，告诉我们，或发

Ｅ－ｍａｉｌ

给我们：

ｒｅｘｉａｎ＠ｘｘｓｂ．ｃｏｍ

综合

2019.9.7��星期六

INFORMATION TIMES

A06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通讯员

舒霞 隋玉）

昨日， 记者获悉， 从 9 月

份起， 南沙区所有用电客户缴电费由

原来的两月一次调整为每月一次。 每

月 21 日零点起， 将对未缴清电费的客

户计收违约金。 南沙不少街坊表示，

“一月一缴” 有利于掌握用电规律， 合

理分配用电时间， 力争做到科学用电，

节约用电。

“之前两个月才交一次电费觉得不

踏实， 特别是夏季， 全家人用电都看

着表数来用。 现在知道一个月用多少

电不超标， 就能够轻松安排自己的用

电时间， 省钱又省心！” 南沙街坊刘阿

姨说。 “以前的缴费模式其实对租房

一族很不方便， 比如这个月已退租，

但房东还是要押一笔钱， 等下个月扣

除电费后才退还。 以后就不用纠结这

个问题了， 太好啦！” 南沙租房多年的

陈小姐表示。

记者从南沙区供电局获悉，虽然今

后改为一月一抄表和一月一缴费模式，

但该模式对居民阶梯电量

（夏季和非夏

季）

的档次并没有影响。 居民阶梯电价

是指每年的 5 月至 10 月执行夏季标准，

目前， 第一档为每户每月 0~260 千瓦时

的用电量， 电价为 0.58886875 元/千瓦

时； 第二档为每户每月 261~600 千瓦时

的用电量， 电价为 0.63886875 元/千瓦

时； 第三档为每户每月 601 千瓦时及以

上的用电量， 电价为 0.88886875 元/千

瓦时。 其余月份

（

11

月至次年

4

月）

则执

行非夏季标准。

南沙区供电局相关负责人提醒，在

调整过程中留意账单或者信息的用电

周期，注意收费由电费月份到用电周期

的转变，这样什么时候交什么周期的电

费就一目了然。此外，每月 21 日零点起，

将对未缴清电费的客户计收违约金。 南

沙供电局建议，用电客户可以优先采用

银行代扣方式交电费，也可以选择支付

宝、微信等方便快捷的方式缴费。

信息时报讯（记者 刘俊 通讯

员 交通宣）

昨日，“新能源公交高

品质线路” 经验交流会在北京举

行。 作为交通运输部“我的公交我

的城” 重大主题宣传活动的重要

环节，2018~2019 年度“新能源公

交高品质线路”评选结果揭晓，广

州观光 2 路荣获全国“新能源公

交高品质线路”称号。

据悉， 本次评选活动吸引了

全国各地参与， 经过实地走访调

研、专家评审，从全国参选的 130

余条线中遴选出 10 条“新能源公

交高品质线路”。

据介绍，2017 年 12 月， 在广

州市交通运输局的指导下， 广州

公交集团电车有限公司开行了观

光 2 路， 并打造成为环保节能的

绿色线、智能管理的示范线、高品

质出行的观光线。 线路总长度

12.8 公里， 设置 18 个公交站点，

配置 16 辆纯电动双层公交车，以

“广州城市客厅” 花城广场为中

心，连接省、市多个标志性建筑，

与轨道交通 5 号线、APM 线、公交

线网相接，是一条集通勤、观光、

游憩、科普、休闲于一体的旅游观

光线路。

黄埔开展网络文明传播活动

“有道风景叫文明”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智顼颖）

为

引领文明新风尚， 发动市民群众发

掘黄埔之美，9 月 3 日至 6 日，黄埔

区文明办举办“有道风景叫文明”网

络文明传播活动， 号召市民写出自

己心目中最美的文明风景线。 据统

计，本次活动征集“文明风景线”80

余道。

农行广州东城支行开展

新版人民币宣传活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为

了积极推动新版人民币的发行，近

日， 农行广州东城支行积极开展新

版人民币宣传活动，组织全辖 20 家

营业网点分别以营业大厅摆放派发

各类宣传教育资料、 进企业、 进校

园、进商圈、进社区等多样化的宣传

方式多角度、 多方位普及新版人民

币知识。

活动开展以来， 东城支行辖属

网点除立足网点做好宣传教育外，

还多次派出经验丰富的理财经理、

大堂经理等担任宣传员， 通过走进

校园、走进企业、走进社区，在活动

现场悬挂横幅、 派发宣传折页以及

设立有奖问答宣传服务区等方式，

积极向群众讲解新版人民币票面在

毛泽东头像、装饰团花、横号码、背

面主景和正背面面额数字的样式等

要素的主要变化， 增强群众对新版

人民币的认识，提高反假意识。

下阶段， 农行广州东城支行将

持续深入开展各类金融知识普及教

育活动，助力提升消费者金融素养，

为构建健康和谐的金融消费环境贡

献自己的力量。

本月起南沙电费实行“一月一缴”

每月 21日起对未缴清电费的客户计收违约金

广州观光2路喜获殊荣

获评全国“新能源公交高品质线路”称号

广东交警解读小车驾驶证异地分科目考试注意事项

异地分科目考试只可办理一次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阳辉 通讯员 粤交警）

小型汽车驾驶证异地分科目考试，一直是广大市民关注的热点。 为让广大

驾考学员快速、便捷地办理业务，广东交警昨日对异地分科目考试中的注意事项进行再次提示、解读，以供广大考生参考。

Q&A

预约考试时可自主选择考场

问：哪些人可以办理？报考时间有没有限制？

答：

所有正在办理初次申领、增驾小型汽车

驾驶证

（准驾车型为

C1

、

C2

、

C3

、

C4

、

C5

）

业务，

已通过部分科目考试且学习驾驶证明未过期的

学员均可办理

（含

6

月

1

日前报考的）

。

问：如何办理？ 是否需要电话或者网站提前

预约？

答：

申请异地分科目考试业务，无需提前预

约。 申请人持本人身份证明原件，无需到原报考

地，直接前往转入地车管所办理即可。 该业务需

本人现场办理，暂不支持网上或电话办理。

问：转入地有多个考场，预约时有没有限定

考场？

答：

办理异地分科目考试后，申请人通过“交

管 12123”手机 APP 或“gd.122.gov.cn”预约考试

时，每次均可自主选择所在地市的任意考场。 预

约考试地点不受上次预约考试地点限制，即不同

科目、补考可自主选择不同考场。

转出后不可再转回原报考地

问：异地分科目考试可以办理几次？ 转出后

还可以转回原报考地吗？

答：

异地分科目考试仅可办理一次，转出后

剩余未通过考试项目必须在转入地完成，不可以

再转回原报考地或其他地方。

问：异地分科目考试费用如何缴交？

答：

申请人到转入地成功办理异地分科目考

试业务后，预约考试成功后直接在预约平台上缴

纳对应科目的考试费用。小型汽车各科目考试费

收费标准为科目一 70 元/人，科目二 130 元/人，

科目三路考 280 元/人， 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

科目免费。 补考费按该科目考试费的 50%收取。

问：培训信息如何核查？ 已完成培训的还需

要找驾校培训吗？

答：

申请人申报已在转出地完成培训的，预

约考试时将不再核查培训信息；申请人申报在转

出地未完成培训，在转入地继续找驾校报名培训

的，预约考试时将核查培训信息。

办理时需留意预约考试记录

问：成功申请办理异地分科目考试业务后，不参加

在转出地已预约的科目考试，如何处理？

答：

约考日期在办理异地分科目考试业务当天之

前的预约考试记录，系统自动做缺考处理；约考日期在

当天之后的预约考试记录，系统自动取消预约。 其中，

缺考判定为考试不合格，计入已考次数；取消考试，不

计入已考次数。

问：学习驾驶证明有效期和考试次数如何计算？

答：

学习驾驶证明有效期以转出地车管所核发时

间为准

（即科目一考试合格时间）

；考试次数延续转出

地考试次数，科目二、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在转入

地和转出地预约考试总次数分别不得超过5次。

问：学习驾驶证明已超过有效期、科目二或科目三

路考已考五次不合格、 外地已受理但未通过科目一考

试的，是否需要去原报考地注销考试档案？

答：

可直接在异地重新办理驾驶证申领业务，系统

将自动注销原驾驶证档案

（无需回原报考地注销驾驶

证档案）

。

夜色中的广州观光

2

路。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