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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订的《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将于3月25日开始实施，1年

内，交通违法逾期不处理达到5起以上，将被暂扣行驶证。为了方便市

民处理交通违法行为，嘉定新增了6个道口服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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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直通车

嘉定新增6个道口交
通违法行为受理窗口

关键词：转入换证

外地驾照如何转入换证？李小琳

【回音】

请到车管所各分所，现场拍照、填

写《机动车驾驶证申请表》和《机动车

驾驶人身体情况申报表》，办理转入换

证并接受审验，同时请提交以下材料，

缺一不可：1、《居民身份证》（或《临时

居民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2、《机动

车驾驶证》原件。提示：具有记满 12
分、逾期未审验、被扣押、扣留、暂扣、

注销、吊销、撤销机动车驾驶证或者交

通违法行为、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

情形的，不得办理；同时申请有效期满

换证、达到规定年龄换证和因身体条

件变化降低准驾车型换证的，需提交

《机动车驾驶人身体条件证明》（车管

所各分所内提供现场体检服务）；同时

申请补领的无需提交驾驶证。

车管所地址：车辆管理所一分所

（长宁区哈密路1330号）；车辆管理所

二分所（闵行区沁春路179号3号门）；

车辆管理所三分所（浦东新区沪南公

路2638号）。 嘉定公安

关键词：辞退补偿

单位在试用期内辞退我，需要补

偿吗？ 谢天华

【回音】

能否得到经济补偿，得视单位的

辞退理由。若因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

件或有个人过失性行为（如：严重违反

单位规章制度等）导致单位辞退的，则

无经济补偿；若是单位提出，双方协商

一致或是单位以不能胜任工作为由辞

退的，应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区人社局

关键词：临时居住证

新办临时居住证，需要什么材

料？ 尹向耀

【回音】

临时居住证新办，需要以下材料：

《来沪人员居住登记表》；居民身份证

等有效身份证明复印件（验原件）；在

本市的住所证明：1、居住在自购住房

的，须提供相应的房地产权证复印件

（验原件）；2、居住在租赁住房内的，须

提供由住房保障房屋管理部门出具的

房屋租赁合同登记备案证明复印件

（验原件）；3、居住在单位集体宿舍的，

须提供单位出具的集体宿舍证明；4、
居住在亲戚朋友家的，须提供居（村）

委出具的寄宿证明。 嘉定公安

活动预告

在上海各出入沪道口，目前都

装有违法车辆预警报警装置，存在

违法行为的机动车在经过道口时，

都将触发警报。新修订的《上海市

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实施后，存在5

起以上逾期未处理的机动车会被

处以暂扣行驶证的处罚。而按照

现行的规定，驾驶员和车主必须到

各地区的交通违法审理窗口进行

处理，这将给市民出行造成影响。

因此，嘉定新增6个道口交通违法

行为受理窗口，方便市民处理交通

违法行为。

6个道口服务点

1、G15 沈海高速（朱桥）检查

站

2、G2京沪高速检查站

3、华亭地面道路检查站（浏翔

公路7996号）

4、陆渡地面道路检查站（娄陆

公路1198号）

5、外安地面道路检查站（民丰

路1119号）

6、.安亭地面道路检查（曹安公

路6000号）

受理时间

道口服务点工作时间：周一至

周五

所需证件

现场处理违法必须驾驶证、行

驶证、身份证三证合一。

注意事项

到道口服务点处理违法行为，

必须同时满足以下两点：

1、目前，道口设置的违法处理

点只是为交通违法5起以上逾期未

处理的车辆提供服务。

2、记分少于12分。超过12分

的司机还是要到各区的交通违法

审理窗口办理。

嘉定交警支队交通违法审
理窗口信息：

1、星华公路2260号

2、嘉安公路2599号

工作时间：
周一至周六，8:30至17:00

发现“黑诊所”可举报

上海保利大剧院“春之季”系列演出

3月

3月24日19:00 月月有戏——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

3月25日15:00 开心麻花音乐剧《乌龟啊乌龟》

3月26日14:00 《春天的约会》·世界经典歌曲交响音乐会

3月28日19:30 原创音乐剧《虎门销烟》

3月31日19:30 法蒂·科瑞当代舞蹈团——当代舞《回声》

4月

4月7日19:30 原创大型3D杂技魔幻剧《金箍棒》

4月9日14:00 天空之城·经典动漫视听交响音乐会

4月9日14:00 漫步音乐三百年系列音乐会·古典吉他专场

4月10日19:30 10座格莱美奖得主小号大师阿图罗·桑德瓦六

重奏音乐会

4月14日19:30 月月有戏——大型经典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

4月16日19:30 八只眼演唱组《醉心的传奇演唱会》

4月21日19:30 德云社德云三宝专场演出

4月22日10:30 开心麻花音乐剧《三只小猪》

4月28日19:30 克里姆林室内乐团音乐会

4月30日19:30 邓丽君金曲演唱会

5月

5月4日19:30 音乐剧《北京遇上西雅图》

5月5日19:30 风靡经典·法国大提琴重奏传奇

5月6日15:00 加拿大全场互动亲子剧《你是演奏家》

5月7日19:30 非凡丝路乐团——弦上行吟音乐会

5月12日19:30 原创音乐剧《虎门销烟》

5月16日19:30 天津人民艺术剧院话剧《雷雨》

5月17日13:00 黄河颂——中外名曲交响音乐会

5月19日19:30 小提琴上的咏叹调·黄滨小提琴独奏音乐会

5月22日13:00 黄河颂——中外名曲交响音乐会

5月25日19:30 大型原创舞剧《千手观音》

5月27日19:30 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三重奏

5月28日10:30 开心麻花音乐剧《三只小羊》

5月29日13:30 月月有戏——锡剧《珍珠塔》

6月

6月1日15:00 3D多媒体科幻亲子剧《海底两万里》

6月2日19:30 放屁大象吹低音号之熊猫绝密计划——德国原版

绘本启蒙交响音乐会

6月4日14:00 月月有戏——黄梅戏《女驸马》

6月6日19:30 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香港中乐团音乐会

6月8日19:30 钢琴女诗人郑慧博士中国巡演 上海站

6月10日19:30 莎士比亚喜剧《仲夏夜之梦》

6月11日15:00 美国电光火线剧团《丑小鸭》

6月13日19:30 妈妈咪呀MAMMA MIA——永恒的阿巴金曲·
不朽的音乐传奇

6月16日19:30 莫斯科国家古典模范芭蕾舞团《天鹅湖》

6月17日19:30 安宁钢琴独奏音乐会

6月18日19:30 夏之梦·交响音乐会

6月30日19:30 上海的声音·沪剧经典交响音乐会

售票电话：59513300 地址：白银路159号

锦囊驿站
什么难治治什么，诊所虽小、包治百病……“黑诊所”往往利用人们的求医心理夸大宣传，然而，这些“黑诊所”无行

医资质容易造成误诊漏诊、延误病情，使用假药、劣药，疗效没有保障，而且没有必要的急救设施，一旦发生事故就可能

危及患者生命。市民发现任何可疑无证行医点，可及时向嘉定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监督所举报，举报电话

962223；如果无证行医可能出现危及人身安全的情况，请及时拨打110报警。

如有需求，市民可至经核准开展诊疗服务的医疗机构就诊。

嘉定区经核准开展
母婴保健技术服务的医疗机构

机构名称

嘉定区中心医院

嘉定区南翔医院

嘉定区安亭医院

嘉定区妇幼保健院

嘉定区真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瑞金医院北院

地址

城北路1号

众仁路495号

昌吉路204号

高台路1216号

丰庄路255号

希望路999号

机构名称

瑞金医院北院

嘉定区中心医院

嘉定区南翔医院

嘉定区安亭医院

嘉定区中医医院

嘉定区妇幼保健院

上海中亚医院

上海肤康医院

地址

希望路999号

城北路1号

众仁路495号

昌吉路204号

博乐路222号

高台路1216号

嘉丰路35号

曹安公路1352号

机构名称

嘉定区中心医院

嘉定区南翔医院

上海爱丽姿医院

上海沪西医院

上海美尔雅医疗美容门诊部

上海肤康医院

上海颖奕医疗美容门诊部

地址

城北路1号

众仁路495号

群裕路56-60号

曹安公路1583号1号楼

金沙江路2890弄46号3层

曹安公路1352号

博园路6565号

配合轻纺市场停车场改造工程，3月23日首班车起，公交嘉定65路

终点站由轻纺市场搬迁至新郁支路新郁路，线路走向作相应调整，发车

时刻保持不变。

调整后线路走向：
自嘉定客运中心起经陈家山路、胜辛路、沪宜公路、群裕路、裕民

路、回城南路、沪宜公路、翔江公路、曹安公路、华江支路、华江路、曹安

公路、新郁路、新郁支路至新郁支路新郁路止。

调整后增设站点：
新郁路曹安公路（上行）、新郁支路新郁路（终点站）

调整后撤销站点：
曹安公路定边路（上行）、轻纺市场（终点站）

嘉定区经核准开展
性病诊疗的医疗机构

嘉定区核准开展
医疗美容诊疗服务的医疗机构

公交嘉定65路调整

华亭高石公路道路修复已完成，即日起华亭 1路恢复高石公路段

走向，恢复高石公路、华高路、华业路上所有站点。

华亭1路恢复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