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心城区对中重型货车和渣土运输车 24 小时限行

确需进入城区的可申请办理通行证
本报讯（记者 王勇）11月

7日， 有市民拨打本报热线电
话反映南阳东站高速口近两
天堵车。 记者了解到，因大气
污染治理， 货车禁止入市，造
成该站有堵车现象，提醒过往
车辆提前绕行或选择其他合
理路线出行，服从交警指挥。

自 11 月 5 日起，我市开
展冬季交通安全综合整治百
日安全行动，其中，对中重型
货车和渣土运输车实行 24
小时限行政策， 相关限行车
辆可采取绕行高速过境或接
驳转载的方式将货物转载运
入中心城区， 确需整车进入
中心城区的， 实行通行证制
度。 限行区域为南阳城区高
速环线以内。

通行证申办条件
1.车辆驾驶证、行驶证齐

全、合法、有效。
2.车辆及驾驶人无未处理

的交通违法。
3. 车辆禁止超吨超限，渣

土车、建筑工程垃圾车按要求
全覆盖、无抛洒。

PS:国三 （含 ）排放标准
以下车辆不在通行证办理范
围内。

通行证办理流程
提交相关资料->审核通

过->发放通行证。 通行证办
理所需申请资料有驾驶证、
行驶证、车辆照片（前、后、
侧）、通行证申请书（申请原
因、时间、路线）及其他相关
证明材料（如：重点工程相关
文件）。

通行证申办地点
1.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

支队
地址：新华东路 166 号王

府饭店西隔墙一楼
办理范围：雪枫路与南邓

路口分流点车辆
2.仲景北路指挥调度大队

网办中心
地址：仲景北路车管所侧

对面指挥调度大队三楼

办理范围：北绕城高速遮
山站口、 信臣路与北京路口、
仲景北路蒲山电厂口分流点
车辆

3.迎宾大道特勤大队院内
地址：迎宾大道与长江路

交叉口南 50 米路东特勤大队
院内一楼

办理范围：迎宾大道与迎
宾大道口、迎宾大道与长江北
路口、312 国道二广高速双铺
站口、南新路沪陕高速翟庄站
口、南新路与长江路口分流点
车辆

符合办理通行证条件的
驾驶员、车主请按上述办理范
围，就近办理。

对未办理通行证进入禁
行路段的车辆、 以及持通行
证的车辆未按申请条件、指
定时间、路线行驶的，将以违
反禁令标志指示或违反禁行
规定禁行处罚， 并责令退出
禁行路段， 列入通行证办理
黑名单。 ⑤2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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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人民政府

关于中心城区机动车辆限行的通告
〔2019〕6 号

为进一步优化道路交通环境 ，
减少机动车尾气排放， 进一步改善
中心城区大气环境质量 ， 确保人民
群众身体健康和出行顺畅，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 市政府决定
对中心城区机动车辆实施限行管控
措施。 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 、限行区域
信臣路以南、长江北路以西、雪

枫路以北、北京路以东 (均不含本路 )
区域内的所有道路。

二 、限行时间
2019 年 11 月 15 日至 2020 年 3

月 15 日全天实施机动车限行交通管
理措施，法定节假日和双休日除外。

三 、限行规定
（一）对进入限行区域的所有机

动车辆 (含临时号牌和外地号牌 )，
实行每日限制两个车牌尾号的车辆
通行， 尾号即为机动车号牌末位的
数字 (号牌末位为英文字母的，以字
母前的最后一个数字为准 )。 星期
一：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 1 和 6；星
期二 ：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 2 和 7；

星期三： 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 3 和
8；星期四 ：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 4
和 9；星期五 ：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
5 和 0。 为保障城市生产、生活正常
运转， 以下机动车辆不受上述措施
限制：

1 .军车、警车、消防车、救护车、
工程抢险车；

2 .公交车、客车、出租汽车、邮
政 (含快递 )运输车、押款专用车、保
险理赔勘查车、学校校车、运送蔬菜
的绿色通道车辆、 服务民生的物流
车辆；

3 . 车身喷涂统一标识并执行任
务的行政执法车辆和道路清障专用
车辆；

4 .车身喷涂统一标识的环卫、园
林 、市政、热力 、供水 、供电、供气、
供油、通信等专用车辆；

5 .殡仪馆的殡葬车辆；
6 . 悬挂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的

车辆。
(二 )如遇重污染天气，需要启动

更高级别限行交通管理措施的，另
行通告。

2019 年 11 月 6 日

南阳市人民政府

关于划定中心城区禁煤区的通告
〔2019〕5 号

为解决煤炭及其制品散
烧带来的面源污染， 进一步
提升城市环境空气质量 ，为
广大市民创造更加优美的生
活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河南省
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定 ， 市政府决定
在中心城区“禁燃区 ”的基础
上划定中心城区“禁煤区 ”。
现通告如下：

一、禁煤区范围。 南阳市
中心城区建成区范围以内。

二、 在禁煤区范围内，除
煤电、 集中供热和原料用煤
的企业按照规定使用外 ，任
何单位和个人禁止使用散煤
（含洁净型煤）。

三、全面取缔禁煤区范围
内所有散煤经销场所， 任何
单位和个人禁止在禁煤区经
营销售散煤（含洁净型煤 )。

四、 在禁煤区范围内，除

煤电、 集中供热和原料用煤
的企业按照规定储存外 ，任
何单位和个人禁止储存 、囤
积散煤（含洁净型煤）。

五、 在禁煤区范围内，除
煤电、 集中供热和原料用煤
的企业按照规定运输外 ，任
何单位和个人禁止运输散煤
（含洁净型煤 )。

六 、 严格执法。 市场监
管、公安、交通运输、工业和
信息化 、 生态环境、 城市管
理、 发展改革等部门要各司
其职 、密切配合，严格查处各
类违法使用 、销售 、储存 、运
输散煤 （含洁净型煤） 的行
为。

各县（市、区）政府（管委
会）要参照本通告 ，结合各自
实际 ， 自行划定并公布辖区
禁煤区。

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2019 年 11 月 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