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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机动车驾驶员
培训机构将建立学员培
训预约制度，学员可自
主选择培训模式、自主
选择培训时间，自主选
择教练员、自主选择缴
费方式。此举，充分体
现学员知情权、选择权。

从9月1日起，全省机动车驾驶员培
训机构各驾校实行计时培训，按学时收费，

先培后付，覆盖率达
到100%。

驾校先培后付的收费方
式为：基础费用（教材费、车载
系统流量费、税金、教练场地
费等）+单人单车计时培训学
时费用。允许驾校开设VIP
班，差异化培训学员。学员支
付培训费用可采取现金支付、
银联支付、微信支付、支付宝
支付等多种方式，彻底改变一
次性预收全部费用的传统收
费模式。

允 许 联 合
体驾校学员跨
驾校培训，允许
已退市驾校学
员跨驾校培训，
累计培训学时，
办理科目结业
审批。

省道路运输局
将每年发布一次我
省驾培行业投资风
险预警机制，各市县
运管机构可根据本
辖区实际，发布驾培
行业投资风险预警
机制，引导社会资金
理性进入，避免盲目
投资，推动我省驾培
市场良性发展。

我省将建立起“海
南省机动车驾驶员培训
公众服务平台”，“平台”
功能涵盖“网上报名”、
“驾校基本信息”、教练
员信息、教练车信息、学
员培训报名程序、评价
投诉、各驾校服务收费
等等各方面内容，方便
群众了解国家政策、了
解全省驾培行业信息。
预计8月上线运行。

一是改进理论培训模式，科目一培训必须通过驾校计时培
训系统进行多媒体网络教学或者学员集中培训方式完成培训
学时。二是对现有机动车驾驶员计时培训管理系统和省级驾
驶培训机构监管平台进行改造升级，实现学员培训过程实时音
视频监控，每15分钟抓拍一次教练员、学员培训照片，且能够自
动比对。教练主场地和部分场地设置电子围栏，达到学员培训

过程动态监管，学员培训学时真实、有效，从源头
上杜绝学时弄虚作假行为，提高培训质量。三是
实行省级驾驶培训机构监管平台与省交警总队
考试系统联网对接，实现驾驶培训与考试数据信
息共享，确保培训与考试有效衔接。

各驾校可按照省局规
定的教练员条件，自行聘
用教练员，并报送属地运
管部门登记；省局在“机动
车驾驶员培训公众服务平
台”对外发布教练员信息。

我省将按照交通运
输部的要求，在全省试用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合
同”（范本）的基础上，9月
份，全省将使用全国统一
培训标准化合同，保护学
员合法权益。

一是省驾培协会建立全省机动车驾驶员计时
培训监管平台。二是培训计时系统营维服务商分
别在省驾培协会和海口驾培协会建立客服中心，
确保计时培训系统、教练车车载设备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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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学员培训
自主预约、自主选择

9月1日起，海南驾考 大变化
实行计时培训，按学时收费，先

培后付，一人一车一教练服务模式 在线支付培训费用
逐步跨驾

校培训模式

建立海南驾
培行业投资风险
预警机制

建立“海南省机
动车驾驶员培训公众
信息服务平台”

实行对培训过程动态监管，确保培训学员培训学
时真实有效

各驾校自行聘用
教练员

全省使用全国统
一培训合同

充分发挥驾培协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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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赞1：考生可根据自
己的需要开展驾培

按照新规，实行学员培训自主
预约、自主选择。全省机动车驾驶
员培训机构将建立学员培训预约制
度，学员可自主选择培训模式、自主
选择培训时间，自主选择教练员、自
主选择缴费方式。允许联合体驾校
学员跨驾校培训。

“充分体现学员知情权、选择
权。”海口驾校学员王小姐性格内
向，平日里习惯了慢条斯理的学
习方式，但今年在报驾校学习的
过程中，驾校分配给了她一位性
格粗犷的教练。“教练脾气很大，
我经常被骂得很紧张，车技也进
步缓慢。”王小姐说，新规出台
后，她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寻找
一位耐心的教练，这样对自己益
处很大。

海口琼山区某驾校负责人刘先
生也表示，新规给驾校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驾校要在服务上下大功

夫。“我们要思考，所有学员都预约
在某一个时段上课，我们的场地、车
辆是否充足。我们的人员能否满足
不同学员的个性化需求。”

点赞2：避免一次性预
收费用引起的纠纷

新规提出，机动车驾驶员培训
将实行先培后付的收费方式，彻底
改变一次性预收全部费用的传统收
费模式。

海口市民王先生多年前曾在驾
校培训过程中，与驾校负责人产生
过不愉快。当时，王先生一次性预
交了全部费用，但学至一半时，王先
生被公司派遣出国工作。王先生希
望驾校能够退还培训费，但驾校并
不接受王先生退一半培训费的请
求，双方意见很大。

“现在不用担心了，培训成功
了，有成果了，再给驾校付费。”很多
学员表示，后付费的改革，也必将促
使驾校提供高质量的教学服务，教
练也将更用心地让学员在课堂上有

所收获。
对此，海口资深教练郑先生表

示，后付费一定程度上约束了驾校
和教练，“以前个别教练偷工减料、
怠慢学员，现在肯定不行了。”

点赞3：网络轻轻一点
省时省力

新规提出，省局将建立起“海南
省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公众服务平
台”，平台功能涵盖网上报名、驾校
基本信息、教练员信息、教练车信
息、学员培训报名程序、评价投诉、
各驾校服务收费等等各方面内容，
预计8月上线运行。

“更加方便了解全省驾培行业
信息。”海口市民宋先生准备今年9
月份报名驾校，他得知信息化的服
务平台即将上线很振奋。“我们可以
随时随地在网上进行操作，不用往
返驾校了解情况，省去了办理流程
的时间成本。”宋先生还看重平台上
的评价投诉栏目，他表示，此举无形
中对驾校和老师进行了约束，让他

们必须提高课堂培训水平，让学员
满意。

点赞4：加强动态监管
保障教学质量

新规提出，实行对培训过程动
态监管，科目一培训必须通过驾校
计时培训系统进行多媒体网络教学
或者学员集中培训方式完成培训学
时。二是对现有机动车驾驶员计时
培训管理系统和省级驾驶培训机构
监管平台进行改造升级，实现学员
培训过程实时音视频监控，每15分
钟抓拍一次教练员、学员培训照片，
且能够自动比对。与此同时，省驾
培协会建立全省机动车驾驶员计时
培训监管平台。

“学员学车的根本还是在于掌
握开车技能，课堂保质保量至关重
要。”很多驾校学员表示，相关部门
实行对培训过程动态监管，必将促
进每节课的流程标准化，老师们的
教学被放在“阳光下”运行，最终受
益的还是学员。

驾考学员9月起可自主选择培训模式

自学直考，学员要被 砸晕 发改委高层公开表态：

车企50%的外资
持股上限或将取消

近日，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主任徐绍史透露称，“政府正在考虑取消
50%外资持股上限”。消息一出，汽车行业合资
股比是否放开的讨论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

其实50∶50的合资股比限定是出于对民族
工业保护的需要，同时也希望通过外国资本的
进入，达到“市场换技术”的目的。

随着我国汽车工业的发展，放开合资股比
的声音不断出现。2013年11月，商务部提出，
未来将进一步放开汽车等一般制造业领域的外
资准入限制，包括放宽外资在注册资本、股权比
例、经营范围等方面的限制。

今年，在北京车展期间，工信部部长苗圩也
表示，合资股比放开已进入倒计时阶段，长则8
年，短则3-5年就会放开，车企要用这个时间
段增强自身实力。

另据了解，在6月中旬第25轮中美投资协
定谈判中，也涉及了车企股比问题，中方面临的
压力也越来越大。这也将成为中国放开汽车合
资股比限制的原因之一。

此次，作为这一政策制定部门的发改委高层
对取消合资股比上限的公开表态，再次让这个讨论
多年的问题有了更为明晰的答案。 （新京）

无车可卖

多家进口现代经销商
要求退网

近期，进口现代经销商集体向厂家提出抗
议，称因无车可卖，导致进口现代4S店大面积
亏损，因此要求退网，并要求厂家赔偿经销商的
损失。7月14日，现代中国回应称，主要原因是
市场和国家政策等原因，目前仍与经销商沟通。

据了解，今年6月20日，20余家进口现代
经销商联名上书现代中国称，经销商无车可卖，
整体亏损严重，要求退网、赔偿经销商损失。

原来在2012年以前，SUV市场销售火爆，而
进口现代因旗下拥有大型SUV新胜达得以让经
销商轻松获利，彼时新胜达的销量可以占据进口
现代销量的80%。但这种轻松赚钱的局面从
2012年开始急转直下，原因是新胜达由北京现代
国产，导致进口现代经销商失去了大批客户。

此外，随着北京等一线城市实行国V排放
标准，进口现代因多款产品排放不符合要求而
无法在这些地区销售。经销商称，不提供符合
中国汽车国Ⅴ排放标准的车型，导致中国经销
商无车可卖。

据了解，因销售和盈利情况不佳，从2014
年起，已经有50%的进口现代经销商被现代中
国劝退。

现代中国方面表示，自公司收到进口现代
经销商的发函，一直在积极与经销商保持沟
通。据现代中国内部人士称，“虽然进口现代经
销商面临经营压力，但是现代中国没有提高产
品的批发价，没有不接受订单，也没有给经销商
压库的行为。” （中和）

多款车销量大幅下滑

东风雪铁龙盈利能力低
成母公司难题

今年上半年对神龙汽车来说并不平静，内
部中高层出现较大规模人事变动，对外市场表
现乏力，在整体市场不断增长的背景下，销量不
升反降。

尤其是东风雪铁龙，今年以来除一款小型
SUV呈现增长外，其他产品销量大幅下滑。据
数据披露，今年东风雪铁龙全面的销售目标为
33万辆，而半年多时间过去，截至7月15日，该
品牌销售了 14.156 万辆，完成全年目标的
42%。

2014年，东风汽车集团以8亿欧元入股
PSA，与标致家族及法国政府并列成为该集团
的三大股东，各持股 14%，拥有同等的投票
权。但是此举并没有为东风雪铁龙，乃至神龙
公司带来更多的帮助，不断下滑的销量成为母
公司的难题。

据全国乘用车联席会发布的2015年车型
销量排行榜显示，新爱丽舍去年全年销售了
9.36万辆，虽然在东风雪铁龙内部是销量冠军，
但是放在整个汽车市场上，这个数字仅使其排
在第74名，而且销量较上一年度相比，下滑了
26%。同样进入排行榜前100名的还有三厢世
嘉，排在第93名的它去年销售6.62万辆，同比
下滑23.5%。 （综合）

■ 罗孝平

新浪网发起的即时网调显示，
有73.4%的民众选择自学直考驾照。

此说明，驾照自学直考，公众期
待久矣。

“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动灵魂还
难”，改革攻坚克难之难在于利益
羁绊，这在驾考改革中亦有显现。

实际上，我国并无法律明文规定取
得驾照一定要经过驾校学习，甚至
有谁想要强设驾校培训这一前置
条件，则涉嫌违反《行政许可法》的
相关规定。但是，既往的一些腐败
案件揭示，有的驾校、教练员以及
交警部门的相关人员结成了一条
利益链，这不但强化了驾校的垄断
性地位，也压缩、侵犯了民众的合

法权益。因此，驾考改革的自学直
考显示出了“壮士断腕”的勇气和
决心。

从方向性上说，倡导自主、便
捷、公平、透明的驾考改革是全面深
化改革的样本，一点都不为过。

但是，早些时候实施的驾照自
考试点，在全国多地带来的却是“静
悄悄”的波澜不惊，没有出现期待中

的革命性改变和鲶鱼效应。为什
么？因为制度设置的改革红利没有
配套性的措施来承接。以车辆改装
为例，按照我们目前的制度设计，考
驾照者很难找到改装车辆练习，把
自己的车钻一个洞谁愿意，而在除
驾校之外的机构却很难找到这样的
改装车辆练习。此外，还有自学场
地要求的 S 形弯道、上坡起步的场

地建设等问题，都成为让改革难以
普惠的羁绊。

驾照自学直考是驾考改革的方
向，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在制定
和推行自学驾考制度的同时，如果
缺乏对现实情况的精准评估而附加
太多的条款，或者必要的自学直考
条件无法满足，都可能导致驾考改
革无法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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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学直考，期待久矣

幸福
■ 本报记者 刘操

从今年9月起，海南
驾校的考生们再也不用
为与教练沟通难而发愁，
也不用为支付全款而迟
迟没时间练车导致驾考
“流产”而担忧。近日，省
道路运输局召开专题会
议，研究部署我省落实机
动车驾驶员培训改革有
关工作。据悉，从9月 1
日起，全省机动车驾驶员
培训机构建立预约制度，
学员可自主选择培训模
式、自主选择培训时间，
自主选择教练员、自主选
择缴费方式。消息一出，
大家纷纷点赞，对新政给
他们带来的便利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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