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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要从几个月前说起，今
年9月，焦作的庞先生到当地车管
所为自己的新车上牌。当时，他
通过“自选”的方式选到了“豫
H66996”的牌号。

可是没过多久，焦作市车管
所来电话说，发放号牌的时候弄
错了，该车牌已经有车主在使用，
要他变更车牌。庞先生查询后发
现，这个号牌已经被注销了，所以
就没有答应。

同是在9月，焦作的谢先生也
遇到了相似的事。他通过“自选”
方式选到了“豫H81888”。可上
午选完号，下午就接到了车管所
的电话，称系统正在升级改造，该
车牌号原车主还在使用，要求谢
先生退回车牌重新选号。

而且，焦作车管所还委托当
地派出所和村干部轮番上门劝
说，并给谢先生下发了《告知通知
书》，要求他于11月17日前到车

管所办理车牌变更手续，否则将
强制变更。

接着，谢先生发现，这个车牌
号被车管所给锁定了。

谢先生向记者出示了盖有
“焦作市公安交警支队车管所”公
章的《告知通知书》，上面称谢先
生在车管所非正常的工作时间、
车驾管系统升级改造时选取了

“豫H81888”车牌。

为大力支持事业单位
积极开展法人治理结构建
设试点工作，落实试点单位
法人自主权，近日，河南省
委组织部、省编办、省财政
厅、省人社厅4部门联合印
发《关于支持事业单位开展
法人治理结构建设试点工
作有关政策的意见》（豫编
办〔2015〕509号），提出了
支持试点单位开展法人治
理结构建设的工作意见，为
试点工作深入开展提供政
策保障。

在公益类事业单位建
立法人治理结构，是分类推
进事业单位改革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创新事业单位管
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重要
载体。2012年以来，我省
及时研究出台政策，不断加
强业务培训，分部门探索开
展试点。特别是 2014 年
12月19日九届省委第102
次常委会议明确提出“进一
步扩大建立健全事业单位
法人治理结构试点范围，不
断总结经验，发现问题，探
索规律，完善措施”的要求
后，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
室紧密结合行业体制改革，
采取了分类扩大试点范围、
召开专题座谈会、加大改革
宣传和督导工作力度等措
施，积极推动事业单位法人
治理结构建设工作，取得了
显著成效。目前，全省试点
单位达392家，且均已成立
了理事会，制定了事业单位
章程，初步建立了决策权、
执行权、监督权相对独立、
相互制衡的组织结构。

同时，推进过程中也遇
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一是
缺乏相应的配套政策支持，
没有具体的操作办法和实
施细则，没有形成涉及组
织、人事、财政等方面的配
套政策；二是理事会作用未
能充分发挥，法人治理结构
存在“虚化”、“形式化”等问
题；三是社会共识需进一步
形成，部分行业主管部门担
心改革会使自身利益受损，
改革积极性不高。

新出台的《关于支持事
业单位开展法人治理结构
建设试点工作有关政策的
意见》，从创新机构编制管
理、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人
事管理、收入分配、财务管
理、监督管理等方面进行了

政策和制度设计。
一是在不突破编制部

门核定的总额内，给事业单
位调剂使用的自主权。试
点单位可以在机构编制部
门核定的编制总额内，自主
调整编制结构比例，自主设
置内设机构和配备内设机
构领导职数，报机构编制部
门备案。

二是明确组织架构有
关事项。明确了试点单位
理事会主要职责任务、成员
结构和产生方式，规定了行
政负责人任免方式和程序，
明确了党组织参与事业单
位重大决策的工作机制，进
一步规范了试点单位内部
运行秩序。

三是进一步深化人事
制度改革。试点单位按照
有关规定可自主确定岗位，
自主聘用人员，实现按需设
岗，岗位设置范围以在编在
册人员为基数确定，试点单
位在空缺岗位内可自主聘
任取得专业技能职称和工
勤技能岗位等级的工作人
员。这些规定赋予试点单
位在自主定岗、自主聘任、
自主招聘等方面的权利。

四是进一步扩大财政
自主权。明确试点单位向
社会提供经营服务取得的
收入，全额纳入单位预算，
统一核算、统一管理，主要
用于试点单位事业发展，财
政部门按机构编制部门核
定的试点单位编制数核拨
办公经费等，这些规定将缓
解试点单位的财务压力，为
他们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
公益服务提供有力支持。

五是完善运营管理和
监督机制。事业单位法人
治理结构改革不只是编办
一家的事，举办单位和有关
部门的积极性、主动性十分
重要。《意见》中明确了举办
单位和相关部门在推动此
项工作中的责权，并赋予试
点单位业务“直报”的权利，
即办理相关业务时，可直接
报组织、机构编制、人社、财
政等部门办理。

这些措施的推行将进
一步简化试点单位的办事
程序，有力推动事业单位法
人治理结构建设工作的深
入开展，为事业单位更加高
效地运营发展提供动力和
支持。

□记者 王悦生

核心提示 | 选到的好车牌号还能
被车管所给要回去？焦作两名车
主通过正规渠道自选了两个吉祥
车牌号，可是没过多久，就收到了
车管所的通知，说是车牌号弄错
了，需要他们把选到的车牌号限
期变更过来。

昨天，焦作市车管所相关负
责人称，因为办事民警对我省淘
汰黄标车的相关政策不熟悉、业
务不精，才出现了这样的差错，目
前，已对两名涉事人员作出了处
罚。选到吉祥车牌号的2名车主
已经可以正常使用新车牌号了。

河南四部门联合出台
《关于支持事业单位
开展法人治理结构建设
试点工作有关政策的意见》

记者发现，此事在微博上传
开后，有不少人怀疑车管所是不
是在故意截留“吉祥号”。

对此，焦作市车管所相关负
责人称，该所一直在按照省公安
厅的要求执行自选车牌号的相关
规定，既然庞先生和谢先生都通
过自选系统选到了吉祥车牌号，

就证明没有人从中截留。
据介绍，目前，涉事的两名民

警都已受到处罚，一个被调离了
车管所，一个被取消了全年评先
资格并调离原岗位。

该负责人称，已与这两个牌
号的原属车主沟通好，要求其尽
快把原车牌交过来，对方已表示

同意。车管所已向庞先生和谢先
生打电话道了歉，并做了解释工
作。

昨天，车主谢先生称，车管所
确实打电话道了歉，并告诉他车
牌号可以正常使用了。

记者了解到，2007年10月，
省公安厅出台《河南省机动车自
编自选号牌管理暂行规定》，机动
车车主可自编自选自己喜欢的车
辆号牌，以此消除机动车号牌暗
箱操作问题。

省交警总队还严令：各地市
必须严格执行有关规定，不得指
定、拍卖和预留，对违规操作的民
警及相关人员，将依法严肃查处。

昨天，焦作市车管所相关负
责人解释说，此事发生后，省交警
总队、焦作市公安局纪委、焦作市
公安交警支队先后介入调查，在
认真查阅了相关规定和原车主的
车辆档案后发现，两个车牌的原

属车辆都属于黄标车。
根据今年5月13日省政府办

公厅出台的《2015年河南省黄标
车淘汰工作方案》，今年全省要完
成26.8775万辆黄标车淘汰任务，
并给各地市下达了淘汰目标任
务。其中，焦作市需在今年淘汰
5986辆黄标车。

按此方案，这两个车牌号的
原属车辆已经不再具备继续使用

“豫 H66996”和“豫 H81888”牌
号的资格了，所以才对其车牌号
进行了注销，注销后该车牌就自
动进入“选号资源库”，所以焦作
的庞先生和谢先生才能选到这两
个车牌号。

那么，车管所为何要“追回”
这两个车牌号呢？该负责人称，
办理具体业务的民警对我省黄标
车淘汰工作制度不熟悉、业务不
精通，导致工作中出现了瑕疵和
过错。按照规定，黄标车被注销
后，原车主应当及时申请报废相
关车辆，并拿着行驶证、车号牌到
车管所办理报废手续，而原车主
没照办，一直在继续使用该车牌。

根据规定，同一车牌号不能
同时核发给两个以上的机动车所
有人，所以才向庞先生和谢先生
发出了《告知通知书》。

市民选中吉祥号 车管所竟要追回
“豫H66996”和“豫H81888”遭遇虚惊 两民警业务不熟被调离

□记者 刘江浩

本报讯 今年冬天，你可以带
着爱车一起去“天涯海角”过冬。
记者昨日从郑州铁路局获悉，继
今年成功开行到重庆、新疆自驾
游汽车运输班列之后，下月18日
将开行到海南的汽车运输班列。

据介绍，此次班列计划1月
18日14时从郑州东站圃田站货

场发车，办理好相关托运手续后，
市民可以自由选择交通工具前往
海南，可于1月23日在海口南站
取车。该班列小型客车收费2900
元，大型客车收费3200元。

郑州铁路局特别提醒，办理
自驾游汽车运输，可随车装运行
李物品，但严禁装载违禁物品、危
险品、贵重物品等。随车行李须
置于行李箱、行李包、塑料整理箱

或纸箱内，自行封存、加锁，放置
在车辆后备厢内，不得随意散放。

另外，在办理运输手续时，游
客须持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原
件及复印件，与承运方共同签订
运输合同、车辆验视表和随车行
李箱包单。

市民可以通过95306电话咨
询、预约、报名或者到中原铁道旅
游集团所属营业厅办理。

去“天涯海角”过冬 这回可以带车了
郑州下月中旬将开行到海南的自驾游汽车运输班列

焦作市车管所的“网上车管所”上有不少便民服务 （网络截图）

【结果】
车管所已向市民道歉，两个车牌号可以正常使用

【事件】
两市民选了两个好车牌，却被要求退回重选

【解释】
办事民警对我省注销黄标车业务不熟悉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