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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领范围：

对未纳入产品目录的电动自行车（含
已取得外省市号牌的电动自行车）。!&#%

年 ##月 '日前（不含该日）购买的，其所

有人可以凭购车发票等合法来源凭证及
有关材料办理登记，申领临时号牌；!&#%
年 ##月 '日后（含该日）购买的，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不予办理登记。

二、申领所需材料：

发票或《电动自行车来历证明》、身份
证、居住证、《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委托
书、车辆。
（一）身份证明。#）所有人是本市户

籍人员的，提交身份证；!）所有人是外省
市户籍人员的，提交身份证和居住证；%）
所有人是单位的，提交本市核发的《组
织机构代码证书》、办理人身份证以及
加盖单位公章的委托书。以上证明，除
提交原件外，还需提交复印件一份（委
托书除外）；$）委托他人代为申领的，还
应当提交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原件及复
印件一份）
（二）车辆：当场交验车辆。
三、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核发

临时号牌：

（一）无法提交有关证明、凭证，提交
的证明、凭证无效或者与真实情况不符
的；（二）车辆具有违法拼装、加装、改装情
形或者因毁损等原因无法继续使用的；
（三）车辆有被盗、抢嫌疑的。

四、办理时间

申领临时号牌，应当自 !&#$年 %月
#日至 '月 %#日期间申领。!&#$年 (月
#日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再办理
登记。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

五、注意事项

根据上海市公安局关于电动自行车
登记有关事项的通告，对因购车发票遗失
等原因不能提供合法来源凭证的电动自
行车，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原则上不予
办理登记。对 !&#% 年 ## 月 ' 日前购买
的，确系公民个人所有且所有人当场签署
《电动自行车来历承诺书》的，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视情核发临时号牌，但每人限
登记一辆。

申领电动自行车号牌、行车执照，车
辆为2014年3月1日前购买的，应当在
2014年3月16日前申领；车辆为2014年
3月1日后购买的，应当自购车之日起15
日内申领。

电动自行车号牌、行车执照，临时号
牌遗失、毁损的，所有人可以到核发牌证
的区（县）交警支（大）队非机动车管理部
门申请补领、换领。申请补领、换领临时号
牌的，!&#$年 (月 #日后办理。

! !&#$年 (月 #日后，电动自行车未取
得本市号牌、行车执照，或者临时号牌上
道路行驶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依
法处以 +&元以上 !&&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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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 记 点 地 址（详细全称）

一大队队部 华夏东路 !&**号
二大队队部 罗山路 ,+'号
三大队队部 昌里东路 #'#号
四大队停车场 杨高中路 %#弄 !+号
六大队队部 航津路 %%,号
七中队队部 拱极东路 %#%#号
八中队停车场 周园路 !(#号
十中队队部 芦潮港老芦公路 !&&!号
十一中队停车场 祝桥镇祝西村 #%(号
八中队停车场 沪南公路 *'$&号
暂闲工地 中山南一路 '&&号
原燃气助动车验车点 中山南路 ###&号
暂闲工地 半淞园路苗江路口
暂闲工地 董家渡路中山南路口
车宣科 龙吴路 !#%'号
四中队 虹桥路 !##号临时停车场内
五中队 钦州北路 #!**号
七中队 龙临路 ('号
长宁非机所 金钟路 !+#号
巴士四汽停车场 新渔东路 *#'、*!&号
凯旋路停车场 凯旋路 $%!号
虹桥绿地 虹桥路 #+&%号
交警支队 余姚路 +!(号
协管员办公室 安远路 $%(号
支队非机窗口 申北路 %号
一中队队部 北青公路 *!'号
航华四村（原七宝工商所）航南路 #&'号
机动中队 沪闵路 *'(*号
四中队队部 沪闵路 !',+号
保安二公司 平山路 $$号
六中队队部 沈杜路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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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万物欣荣，生机蓬勃，

也是人体生理机能、新陈代谢最

活跃的时期。关于春天的饮食，

民间有很多流传，中医也有很多

讲究，俗称吃“春”，下面就将“吃

春”秘籍献给热爱美丽和美食的

天下女人们！

红枣等养脾甜食 我国古
代名医孙思邈说过：“春日宜省
酸增甘，以养脾气。”中医认为春
季为肝气旺盛之时，多食酸味食
品会使肝气过盛而损害脾胃，所
以应少食酸味食品。

蜂蜜 由于蜂蜜含有多种

矿物质、维生素，还有清肺解毒
功能，故能增强人体免疫力，是
春季最理想的滋补品。在春季如
果每天能饮用 #)!匙蜂蜜，对身
体有滋补作用。

春芽 孔子说“不时，不
食”，意思是，不是这个季节的就
不吃。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
也说要“食岁谷”，即要吃时令食
物。春天里所有植物都生发出鲜
绿嫩芽，可食用的春芽有很多，如
香椿、豆芽、蒜苗、豆苗、莴苣等。

春笋 被誉为“素食第一
品”的春笋，自古以来备受人们

喜爱。春笋笋体肥厚、美味爽口，
营养丰富、可荤可素，做法不同，
风味也各异，炒、炖、煮、煨皆成
佳肴。

樱桃 樱桃素有“春果第一
枝”美誉，铁含量尤为突出，远超
柑橘、梨和苹果 !&倍以上，居水
果首位。春食樱桃可发汗、益气、
祛风及透疹。

菠菜 菠菜是一年四季都
有的，但以春季为佳，春季上市的
菠菜，对解毒、防春燥颇有益处。
因菠菜含草酸较多，有碍钙铁吸
收，宜先用沸水烫软，捞出再炒。

女人“吃春”秘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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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小编来给大家推荐一些不错的女士香水，希

望能对大家购买香水有所帮助。女士香水大部分以花

香、果香，或是花果混合香为主，用以体现女士的柔美与

温情，少部分的香水采用馥奇香、东方调、海洋香，有些

香水甚至可以男女通用……

香奈儿五号 奥斯卡影后 -./012 3.4567代言的
香水，让人看到了柔美的女性优雅气质。这款香水极负
盛名，充满女人味，是独一无二的经典香水。花香调乙
醛，一束丰富的花束，内含橙花油、香油树花、格拉斯茉
莉、五月玫瑰、檀香木、香根草、香草等。比较适合 !'岁
以上的气质女性。

80/0

香奈儿 经典的香水，以可可香奈儿的名字
命名，这款香水有种巴洛克式的繁华，其实用语言来形
容香水的味道都是感性的，真正要想知道香水是什么味
道还得自己去闻，自己去形容，这样的描述才最美，因为
香水是有灵魂的。这款是典型的东方调，但是它没有那
么辛辣，而是用一种更加感性的处理方式，显得更加的
独特。适合人群：喜欢东方调的性感女士。

兰蔻梦魅 她的香氛和宝石切割的外形同样出色，
甜美温暖的木质东方调，魅惑的香水有着不可思议的女
性化造型与全新的性感指数，由时钟花散发出第一道气
味，犹如清晨的阳光，甜美的香草与维提维香根草的调
和，产生深浅不同的多层次变化，好比一种性感的 9-:

螺旋物，而香味就亲密地融合在此盘旋之中，散发出香
草所属的木质调性及甜美香味。适合性感的女士。

兰蔻午夜玫瑰 我们熟悉的《哈利·波特》里女主演
赫敏出演了此次的广告，一款典型的女性香水，前中后
三种味道都把午夜———这个最性感魅惑的时间给体现
得淋漓尽致。前味十分甜，胡椒搭配牡丹，会是一种什
么样的味道呢？适合有韵味却又不失可爱的女生。

香奈儿绿色机遇 专为年轻女孩设计，充满春天
气息。以香橼、柚木等调性为主轴，味道清淡不浓烈、
不甜腻，非常适合春夏，淡淡的清爽绿色令人嗅觉与
视觉都感到舒服，如同一个甜美可爱的女孩儿愉快地
跳跃。适合清新活泼的女生。

小编推荐的其他香水有：
9.0;：真我、花漾甜心、毒

药（紫毒），兰蔻：珍爱女士、奇迹，<=88>：花之舞、<?/"
/. @A <?//.，爱马仕：橘彩星光（B9C）、地中海花园、尼
罗河花园，安娜苏：许愿精灵、摇滚天后、摇滚甜心，马
克雅各布：小雏菊、萝拉女士，香奈儿柔情粉红。

三八节将至 大 包任你选礼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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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妇女节即将来临，在这

个专属于妇女的节日里，将举行

一系列庆祝、服务、维权等活动。

小编为您列举了一些本区的活动

时间和地点，祝所有女人在这个

属于你们的节日里，乐享佳节！

% 月 $ 日下午在上海戏剧
学院举办中外妇女庆祝“三八”
国际劳动妇女节 D"$ 周年慈善
展卖活动。

% 月 ' 日下午在市工人文
化宫举行上海市女性社会组织
公益大行动启动仪式暨百名高
级女医师大型义诊活动。

% 月 + 日上午徐汇区春风
行动招聘会地点：田林社区文化
活动中心广场。

%月 D—D%日“花样年华”
———!"D$年女性艺术家水墨展地
点：高安路 %"号上海香江画廊。

%月 %—*日“魅力女性”系

列公益讲座地点：天平路 !$+号
巾帼园三楼多功能厅。

%月 '日松江区方塔园、醉
白池公园女性免费游园

即日起至 %月 !+日女性健
康免费检测：盆底功能评估及康
复体验、人体成分测试（双休日
除外）地点：斜土路 !D!"号上海
计生所医院

% 月上海欢乐谷美丽大礼
包（'、(日女性半价；
D—%D 日 女 性
D" 人以上团体
门票优惠）

% 月 ' 日
!"D$ 上海茶花

展期间，上海植物园将推出“缤
纷女人插花花艺DIY”活动，带
领广大女性同胞走进艺术插花
的殿堂。报名方式：上海植物园
新 浪 官 方 微 博（weibo.c05E
FGHIA）微活动平台，经主办方审
核后即可免费参与插花活动（活
动前三天主办方会再次电话确
认）。

时尚香水让女人添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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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订的《上海市非机动车管理办法》于今年
%

月
D

日开始实施，未按规定在
!"D$

年
(

月
D

日前领取牌照的电动

自行车将面临上路被罚的处境。办法明确，
%

月
D

日起，上海对符合国家和本市标准要求的电动自行车实行产品目录

管理制度，届时，上海将对电动自行车发放正式牌证和“临时号牌”。

目前道路上大量存在的无牌无证、外省市号牌或超标电动自行车同样被纳入规范管理范畴，超标车将有三年过渡

期。根据规定，
!"D*

年
%

月后，“临牌”失效，车辆将禁止再继续驶上道路。想知道电动自行车的临时号牌如何办理吗
J

就让小编告诉你几大要点吧
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