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23日 星期一
社会新闻部主办 编辑：庄奕

民生警务

悦 读 人 生

最近我看了一部电视剧，名叫《平
凡的世界》，这部剧是根据同名小说改
编而成。
于是，
我又用闲暇时间拜读了
路遥的这部巨作，看完后内心久久不
能平静。好的作品往往需要岁月来诠
释、解读。如果我在学生时代看这本
书，我可能不会有现在这般对人生的
感悟。

这是一本值得推荐的好书，我相信
每个人读后都会陷入对人生的沉思。
书中
虽然没有华丽的辞藻，
没有惊天动地的场
面，
有的只是平凡的人，
平凡的生活，
平凡
的感情。
但是它却能拨动心弦，
让人无法
忘怀。
《平凡的世界》讲述的是上世纪七十
至八十年代双水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主
要人物孙少平接受教育后，
不甘于生活在

落后的农村，
积极追求知识、
战胜困难、
摆
脱束缚来改变自己的人生。
孙少平这个平
凡人的奋斗历程，
让我们看到一个农民的
生命同伟人的生命具有同样的价值，
普通
人的劳动同伟人的业绩一样伟大，
平凡的
人生是最伟大的。
我们在努力奋斗的同时
要提醒自己保持一颗平凡的心。
马云曾说过：
“是路遥的作品改变了

我，
让我意识到不放弃总有机会。
”
《平凡
的世界》 这部巨作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
上的高兴与不幸，提醒着我们人生不可
能永远一帆风顺，而是要通过自己的努
力去开拓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我们要
有坚定的理想和信念，有执着的追求和
渴望，
要学会在逆境中历练心智，
在自卑
中寻找坚强，
努力奋进，
为人生拼搏。
市公安局监管支队 黄莺

公安 文 苑

年后求职需擦亮双眼
春节过后，新一轮的求职高峰期
来临，许多求职者开始辗转于各大求
职网站和人才市场寻找合适的工作，
一些不法分子就利用求职者急于找到
工作的心理实施犯罪；
在此，
民警提醒
各位求职者在找工作时要多加留意，
不要误入招工的骗局。
【案例一】 从江西来常州打工的
周小姐在某公司找到了一份比较满意
的工作"试用期为三个月"试用期过后
需 要 审 核 合 格 才 能 成 为 正 式 员 工 "但
是三个月过后" 经理却以周小姐工作
态度不端正为由将她辞退$

关键字

赚取廉价劳动力

某些企业解雇人的理由大多来自
其单方面的苛刻条件，如硬性规定试
用期期限、节假日不得休息、
不得请假
等等，
至于劳动保险、
医疗保险则无从
谈起；
如果在招聘信息中出现
“本广告
长期有效，长年招聘，且报名不受限
制”
等字句，求职者一定要小心。
【案例二】 市民方先生在一家职
介网上看到本地某工厂正在招聘技术
检验员"正好与其专业相符"方先生便
通过网站上提供的联系方式" 与该职
介公 司 (负 责 人 )钱 某 取 得 联 系 "钱 某
表示由于应聘人数过多" 需要一一面
试"要求方先生缴纳 '"" 元的面试保证
金"方先生缴纳保证金后"对方却没了
音讯$

关键字 “三无”黑职介
有很多“黑职介”对求职者收取
所谓“上岗费”和“保证金”，金 额 在
300元至4000元不等，远远超出了物
价部门所规定的中介费限额，而市物
价部门关于中介费的规定中，根本没
有“上岗费”一说。民警提醒广大求职
者，如果中介要求收取高额费用，一
定要保持警惕，更不要轻易相信一些
职介网站。
【案例三】 外来务工人员谢女士
找到满意的工作后需要进行身体检查"
公司经理要求谢女士到公司指定的医
院进行体检"谢女士体检完成后"要求

山间田野

桥

警民
民警同志：您好！

我的户口在天宁区" 我爱人的户
口在溧阳$ 如果孩子出生该怎么报户
口"需要哪些材料%

季先生
市公安局人口管理支队答复：
您好。根据《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
管理规定（试行）》第二十三条规定：
婴
儿出生后一个月内，由婴儿监护人或
者户主向婴儿父亲或者母亲常住户口
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申报出生登记，并
提交以下材料：出生医学证明；父母双
方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
夫妻双方
一方为家庭户口、一方为单位集体户
口的，所生子女应当随家庭户口一方
申报出生登记。
民警同志：您好！
我 跟 我 爱 人 的 户 口 都 在 苏 州 "我
们在常州买了一套商品房" 最近准备
把户口迁到常州"请问该如何办理%

罗女士

市公安局人口管理支队答复：
您好。
根据您的情况，可以将您和您
爱人的户口迁到常州，需要以下材料：
迁
入人的书面申请；房屋所有权证；户籍证
明（户口登记机关出具）或户口簿（原件、
复印件）；随迁家庭成员的关系证明（结
婚证、
独生子女证、多子女和已达法定结
婚年龄的由乡镇计生部门出具父母与子
女关系证明和未婚证明）；稳定职业（生
活来源）证明。

民警同志：您好！
我的孩子今年 $% 岁" 最近他要去香
港" 请问我是否可以替孩子代办往来港
澳通行证"需注意哪些事项%

民警同志：
您好！

花先生
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答复：
您好。可以。申请人未满16周岁或
已满60周岁，可由委托人代为申请往来
港澳通行证。
对符合代办情形的申请，
被
委托人须向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提
交委托书，交验被委托人和委托人的身
份证明原件，
并提交复印件。

我有个朋友要申请出国劳务" 请问
需要准备哪些材料"怎么办理%

民警同志：您好！

陆女士
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答复：
您好。出国劳务办理护照须递交材
料：公民申请普通护照，应当提交本人
的居民身份证、户口簿、近期免冠照片
以及与出国劳务申请事由相关的材料，
包括经省或市外经贸部门确认的《外派
劳务人员招收备案表》 原件、
《外派劳
务项目审批表》复印件、经企业盖章的
《外派劳务人员名单》原件或境外就业
机构提交的经省或市劳动保障部门确
认的《境外就业中介服务协议书和境外
就业劳动合同备案表》 原件、
《境外就
业人员名单表》原件和《境外就业确认
书》原件。

请问违章停车未在规定的时间内到
交管部门缴纳"会怎么处理%

康女士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答复：
您好。根据道路交通法律法规的
规定，当事人应当自收到罚款的行政
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指定
的银行缴纳罚款。当事人到期不缴纳
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
加处罚款。
民警同志：您好！
我开车的时候"车牌不小心掉了"请
问我该如何补办%需要多少钱%

邵先生

!"
缴纳$(""元的高额体检费"这让谢女士
着实没有想到"随后便报了警$

关键字

上岗前的非法体检

岗前的体检是常规程序，即使是
公司所指定的体检医院也必须是正规
医院，
如果是私人诊所、
非正规医院就
可能存在较大的风险，比如在体检完
后向求职者收取超额的体检费。体检
前求职者可在网上查看一下该医院是
否正规，如果发现体检的医院向自己
收取高额体检费，
请立即报警。
除了以上四种骗局之外，
警方还为
大家总结了下面几种常见的求职骗局：

一!非常规的面试地点$有一种陷
阱就是诱骗求职者到偏远的地方 (面
试 )"实 施 抢 夺 财 物 !威 胁 人 身 安 全 等
犯罪行为$ 正规的公司面试地点应该
是在写字楼或者单位办公室$
二!强迫加入非法组织$有些犯罪
集团假借招聘之名诱骗求职者" 强迫
其加入非法组织" 如传销! 非法兼职
等"侵犯其人身自由权$
三 !合 同 圈 套 $签 合 同 时 "要 看 企
业是否有工商部门的登记和企业注
册"还有各项条款是否合理"内容是否
完备"是否包括劳动合同期限!工作内
容!劳 动 保 护 和 劳 动 条 件 !劳 动 报 酬 !
社会保险和福利!劳动纪律!劳动合同
终止的条件!违反合同的责任等"而且
还必须是书面合同$
四!诱骗到外地上班$在面试的过
程中"要留意确认上班的地点$一旦发
现用人单位有欺瞒上班地点时应该立
即拒绝$对于标榜高薪待遇的公司"求
职者千万要保持清醒和警惕" 最好到
劳动保障部门咨询" 并办理相关的手
续"以免受骗甚至是被贩卖$

警方在此提醒广大的求职者不要
因为求职心切而盲听盲从，在求职的
过程中要擦亮双眼，
时刻保持警惕，
遇
到紧急情况一定要及时报警。

警方提示

闵新伟 摄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答复：
您好。
汽车牌照补办的手续：
私车请
携带身份证和身份证复印件 （暂住人口
请携带暂住证和暂住证复印件）、
行驶证
办理。单位牌照请携带单位组织机构代
码证和代码证复印件、办理人身份证和
身份证复印件 （暂住人口请携带暂住证
和暂住证复印件）、行驶证办理。牌照费
用110元。
民警同志：
您好！
我想请问一下" 什么属于管制刀
具" 有关部门对管制刀具的管理办法
又是什么%

章先生
市公安局治安支队答复：
您好。目前对管制刀具的管理主要
依据公安部 《对部分刀具实行管制的暂
行规定》和《管制刀具认定标准》。
管制刀
具包括以下五类：
一是匕首类；
二是三棱
刮刀类；
三是带有自锁装置的弹簧刀（跳
刀）类；
四是其他相类似的单刃、
双刃、
三
棱尖刀；五是其他刀尖角度大于60度，
刀身长度超过220毫米的各类单刃、双
刃和多刃刀具。任何公民不得非法携带
管制刀具进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
具，违者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处五日
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
下罚款。

美国的警察制度&&'
二、美国旧警察制度存
在的问题及改革
首先，警察自身的质量存在大量
问题。
由于警察的报酬较高，
在某些人
眼中也就成了致富的渠道。
1880年，
美国警察的年平均工资是900美元，
而一般劳动者的年薪只有450美元。
警察的高收入使之成为趋之若鹜的职
业，
很多人为牟取私利大开方便之门，
加上没有全面、
系统的警察训练制度，
新警察到来之后，只是由领导训训话，
然后就由老警察领着上岗了，再过几
天，
他就可以单独执勤了。
在这种情况
下，
警察的服务水平当然要大打折扣。
此外，
警察也存在自身腐败的问题。
只
要有钱，
一些警察什么事都愿意干。
在
有些地方，警察职位甚至可以公开拍
卖，
只要你有钱，
你就可以成为一个警
察。
刚刚诞生的美国警察，
形象还未树
立，就因为腐败行为而引起人们对当
年英国殖民军的回忆，站到了人民的
对立面。
大人们公开对警察表示嘲弄，
孩子们向警察扔起了石头，许多真正
的罪犯公开抗拒警察执法，新生的美
国警察几乎陷入了绝境。建立一个完

善的警察制度，
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改
革的首要目标是“把政治从警察中清
除出去，把警察从政治中解脱出来”。
警察的领导班子首先得到了改革。许
多退役军人和企业管理人士走上警察
机构的领导岗位，他们带来了先进的
管理经验和精明强干的工作作风，在
他们的领导下，警界一扫过去之颓废
现象，
精神风貌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其次是建立严密的州级警察管辖
区和警察中心的记录系统。19世纪初
出现的州警察机构由于规模小、人员
少，在美国社会发挥的作用有限。在
改革运动中，宾夕法尼亚州在警察的
建设和管理方面大胆地进行了尝试。
它把美国的州警察引领进一个全新
的时代。通过改革，州警察机构比城
市警察、村镇警察更集中，更具军事
色彩，从而形成了较强的战斗力。因
此，州警察很快就成为美国警察制度
的支柱之一。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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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R 苏DJT226 苏DN796W 苏DH539P 苏DG815J 苏D67770 苏DJ
6188
苏DAJ
755 苏DF2871 苏DK9819 苏DQ806W 苏DZ6196 苏DSU226 苏DN307Y 苏DQ3897 苏DW1035苏DZ300H 苏DN135Q 苏DXS815 苏DLM510苏D96866 苏D25901 苏DE266U 苏DES719 苏DF756B 苏DG763M 苏DH669D 苏DJ
271C 苏DJT887 苏DNY097苏DH7118 苏DH129Q 苏D68589 苏DJ
6938
苏DAK089苏DF6983 苏DKZ379 苏DQ9807 苏DZ8008 苏DSZ631 苏DN377Y 苏DQ516L 苏DW1111苏DZ300T 苏DN227Y 苏DXU352苏DM158A苏D9907X 苏D27300 苏DE270Z 苏DES833 苏DF765R 苏DG767W 苏DH676J 苏DJ
282D 苏DJT969 苏DQK128苏DJ221M 苏DH950Y 苏D687R9 苏DKV511
苏DAU591苏DF721U 苏DL078X 苏DQW575苏DZ832E 苏DT1136 苏DN568R 苏DQ573R 苏DW2319苏DZ307F 苏DN338S 苏DY8666 苏DN196J 苏D9991X 苏D29201 苏DE287U 苏DES955 苏DF769B 苏DG836M 苏DH685S 苏DJ
303E 苏DJW001苏DYR355苏DK081K 苏DHQ679苏D68H98 苏DL353T
苏DB380Y 苏DF722V 苏DL201N 苏DR0267 苏DZD610 苏DU8785 苏DN5776 苏DQ6563 苏DW2326苏DZ366A 苏DN518Y 苏DYD882苏DP809E 苏D9D313 苏D29286 苏DE320G 苏DEU607苏DF772P 苏DG837F 苏DH6999 苏DJ
356Z 苏DJY886 驾驶中型以苏DKY528 苏DJ
300S 苏D693L7 苏DLL579
苏DB515S 苏DF8678 苏DL212M 苏DR080E 苏DZD900 苏DW0708苏DN585J 苏DQ7206 苏DW6971苏DZ559H 苏DN600H 苏DZ0306 苏DP919V 苏D9M312苏D30290 苏DE358P 苏DEU880苏DF773D 苏DG881L 苏DH703T 苏DJ
369T 苏DJZ137 上载客载货苏DM658U苏DK060W 苏D6U976 苏DM072N
苏DB838Y 苏DG727S 苏DL337J 苏DR2296 苏DZX539 苏DWG066苏DN653L 苏DQ7269 苏DWL777苏DZ576D 苏DN915F 苏DZ223T 苏DQ0065 苏D9T185 苏D33295 苏DE373Z 苏DEV138苏DF807C 苏DG891T 苏DH712W 苏DJ
392S 苏DJZ855 汽车、校车、苏DN562E 苏DL202N 苏D76161 苏
苏DBB555 苏DG796V 苏DL663R 苏DR6686 苏DZY268 苏DWK331苏DN665V 苏DQ760S 苏DWN859苏DZ668K 苏DN951N 苏DZ519C 苏DQ112T 苏DA511G 苏D35186 苏DE382P 苏DEV839苏DF822M 苏DG9153 苏DH735F 苏DJ
530G 驾驶机动车危险物品运苏DN957Y 苏DL395N 苏D76812 DMM535
苏DBL752 苏DG873K 苏DLK701 苏DR7285 机动车逆向苏DWQ393苏DN693M 苏DQ7717 苏
苏DZ673C 苏DNZ813 苏DZ567R 苏DRV380苏DA885J 苏D36785 苏DE387K 苏DEW826苏DF828L 苏DG936C 苏DH753H 苏DJ
533U 在 高 速 公输车辆以外苏DQ110X 苏DM125G苏D768Q9 苏DMQ363
苏DBN182苏DG957X 苏DLL306 苏DRG999行驶的
苏DWV111苏DN8029 苏DQ812R DWW555 苏DZ7325 苏DNZ813 苏DZ6311 苏DS9322 苏DA897G 苏D37135 苏DE5028 苏DEZ150 苏DF8333 苏DG975H 苏DH785L 苏DJ
5618 路、城市快的其他机动苏DQ2509 苏
苏D78668 苏DN189T
苏DBQ121苏DG977K 苏DLM870苏DRQ320小型汽车 苏DX9725 苏DN903C 苏DQ8883 苏DWZ289苏DZ7619 苏DP089F 苏DZ678R 苏DWB777苏DAP839 苏D39299 苏DE519B 苏DEZ611 苏DF8358 苏DG976F 苏DH793Z 苏DJ
5673 速路以外的车行驶超过苏DR058E DM983W 苏D79696 苏DP133P
苏DBS553 苏DGS990 苏DLT111 苏DS0919 苏DD025G 苏DXA827苏DNA609苏DQ919G 苏DX3336 苏DZ7907 苏DP116M 苏DZ790N 苏DZ591M 苏DB998P 苏D58588 苏DE550C 苏DF012S 苏DF852S 苏DG980P 苏DH810N 苏DJ
568S 道路上不按规 定 时 速苏DRL975 苏DMA785苏D801P1 苏DQ2099
苏DBZ310 苏DGU329苏DM095U苏DS2723 苏DD326T 苏DXH606苏DNB602苏DQ920A 苏DX7788 苏DZ812R 苏DP267M 苏DZ855W 机动车违反苏DBL181 苏D62069 苏DE5656 苏DF023Z 苏DF8858 苏DGE587苏DH8115 苏DJ
608X 规定车道行20%以上未苏DSW817苏DR068D 苏D808S7 苏DQ325H
苏DC132T 苏DGX187苏DM253Y苏DS3817 苏DD597V 苏DYG265苏DNP752 苏DQF672苏DX7967 苏DZ8651 苏DP339W 苏DZP208 禁止标线指苏DCE351 苏D65388 苏DE589H 苏DF036K 苏DF8922 苏DGG002苏DH825R 苏DJ
619Y 驶的
达到50%的 苏DU2588 苏DRB563 苏D823X7 苏DQ568J
苏DC169W 苏DH0088 苏DM296E苏DS5226 苏DD897Q 苏DYG750苏DNQ676苏DQM125苏DX7988 苏DZ871F 苏DP505T 苏DZQ982示的
苏DD866J 苏D66613 苏DE603S 苏DF039H 苏DF892X 苏DGH809苏DH828H 苏DJ
630J 小型汽车 小型汽车 苏DU6876 苏DS9696 苏D86B06 苏DQ627Y
苏DC175A 苏DH026A 苏DM307V苏DS8392 苏DF572G 苏DYW789苏DP059D 苏DQN762苏DX8992 苏DZ8855 苏DP586F 苏DZX709小型汽车 苏DD950L 苏D67089 苏DE618T 苏DF0551 苏DF892Y 苏DGJ865 苏DH837P 苏DJ
639U 苏D07G37 苏D01179 苏DUA289苏DU9632 苏D87E32 苏DQN783
苏DC538M 苏DH129Y 苏
苏DSA385 苏DF920F 苏DZ561P 苏DP060D 苏DR0387 苏DXA625苏DZ997N 苏DP628R 机动车违反苏D06A87 苏DD951F 苏D67580 苏DE622Z 苏DF090N 苏DF896G 苏DGJ867 苏DH8686 苏DJ
683F 苏D1F910 苏D02888 苏DY9693 苏DUY765苏D880Z1 苏DQZ601
苏DC628A 苏DH531J DM762W 苏DSC829 苏DG080B 苏DZ723N 苏DP135P 苏DR0836 苏DXB186苏DZH353苏DP728Q 禁令标志指苏D08818 苏DE803M 苏D69311 苏DE638E 苏DF092B 苏DF896X 苏DGL588 苏DH895V 苏DJ
687D 苏D1G551 苏D07H63 苏DYC001苏DWL785苏D8K092 苏DR117B
苏DC737E 苏DH559W 苏
苏DT7886 苏DG106D 苏DZ727H 苏DP157Q 苏DR198E 苏DXB691苏DZJ
117 苏DP997L 示的
苏D0F999 苏DED172苏DE3021 苏DE639L 苏DF099U 苏DF897N 苏DGP189 苏DH901B 苏DJ
689T 苏D237P5 苏D117B3 苏DZ1158 苏
苏D93955 苏DT6766
苏DC795F 苏DH707E DM851M 苏DTA659苏DG165H 苏DZ8672 苏DP178L 苏DR233B 苏DXE816苏DZJ
707 苏DQ021T 小型汽车 苏D189B2 苏DF561N 苏DE6355 苏DE651Z 苏DF166W 苏DF950C 苏DGP217 苏DH901Y 苏DJ
711C 苏D705D2 苏D11B79 苏DZ1890 DWM336 苏D9R738 苏DU8838
苏DC828L 苏DH950W 苏DM865N苏DU5529 苏DGC189苏DZW885苏DP253T 苏DR2527 苏DXM510苏DZN337 苏DQ170X 苏D255A8 苏D192S7 苏DFW135苏DE7630 苏DE667W 苏DF179N 苏DF963W 苏DGT877苏DH911M 苏DJ
725Q 苏D72E17 苏D16E15 苏DZ296N 在高速公路苏DA285A 苏DW0168
苏DC967H 苏DH959S 苏DM8989苏DU5633 苏DH633W 机动车通过苏DP278P 苏DR398B 苏DXM690苏DZR150 苏DQ220W 苏D25G36 苏D193E6 苏DG011P 苏DE8111 苏DE678R 苏DF196T 苏DF982L 苏DGU205苏DH931T 苏DJ
7307 苏DD3333 苏D190W1苏DZ395C 上骑、轧车苏DA362A 苏DWD228
苏DCK007 苏DH992Q 苏DM902V苏DU7891 苏DJ065D 有灯控路口苏DP295D 苏DR552H 苏DXS315 苏DZZ885 苏DQ250B 苏D269U1 苏D1F278 苏DG195S 苏DEL218 苏DE679M 苏DF203D 苏DF993F 苏DGW118苏DH951S 苏DJ
756H 苏DD528R 苏D1A831 苏DZ577M 行道分界线苏DAN800苏DWQ618
苏DD095E 苏DHF950苏DM9215苏DU9369 苏DJ107J 时，不按所苏DP323R 苏DR6122 苏DXT799机动车违反苏DQ318G 苏D3B862 苏D1Q312 苏DG552H 苏DES768 苏DE6918 苏DF206X 苏DFF688 苏DGW639苏DH953S 苏DJ
763L 苏DF755N 苏D2U381 苏DZE789 的
苏DAW122苏DXM530
苏DD330P 苏DJ
028E 苏DMD710苏DU9739 苏DKV357需行进方向苏DP353W 苏DR8062 苏DXW228规定使用专苏DQ597R 苏D3K809 苏D1U187 苏DG863L 苏DET550 苏DE768Y 苏DF220A 苏DFF930 苏DGW776苏DH963Q 苏DJ
765T 苏DK658V 苏D31H29 遇前方机动小型汽车 苏DB601R 苏DXP633
苏DD352A 苏DJ
218H 苏DML708苏DUK700苏DLT856 驶入导向车苏DP378R 苏DR9133 苏DXX686用车道的 苏DQ598J 苏D3M365苏D2651X 苏DGK305苏DG6593 苏DE8303 苏DF237B 苏DFR662 苏DGX576苏DH981F 苏DJ
783R 苏DUA772苏D329U7 车停车排队苏D066M5苏DB786W 苏DY8228
苏DD516T 苏DJ656H 苏DMU998苏DW7570苏DLW721道的
苏DP503G 苏DR9837 苏DXX686小型汽车 苏DQ657W 苏D5292X 苏D2788X 苏DGV231苏DG9263 苏DE850S 苏DF2588 苏DG023K 苏DGZ119 苏DH9997 苏DJ
791V 苏DXV596苏D35562 等 候 时 ，在苏D067X5 苏DBA600苏DY9389
苏DD737Z 苏DJ6808 苏DN0908 苏DWT979苏DM155S大型汽车 苏DP516N 苏DRB367 苏DY2826 苏DL068B 苏DQ686J 苏D591D5 苏D2882X 苏DGV329小型汽车 苏DE853E 苏DF2600 苏DG037H 苏DGZ667 苏DHB721苏DJ
803D 苏DY9996 苏D3H535 网状线区域苏D0C019 苏DBQ636苏DYS931
苏DD798T 苏DJ975J 苏DN167R 苏DX5866 苏DM8580苏D52559 苏DP537M 苏DRQ239苏DY6771 苏DL199C 苏DQ718B 苏D620S0 苏D2F072 苏DH163M 苏DE003K 苏DE881S 苏DF261L 苏DG039J 苏DGZ812 苏DHB837苏DJ
827T 苏DYE665 苏D3P570 内停车等候苏D0F683 苏DC072V 苏DYU573
苏DD857D 苏DJL857 苏DN311W 苏DY3000 苏DM9219苏D55666 苏DP592L 苏DRW283苏DY8752 苏DL236R 苏DQ861Y 苏D631P3 苏D301X7 苏DH996Y 苏DE025Q 苏DE902U 苏DF262V 苏DG079E 苏DH036Z 苏DHH615苏DJ
8503 苏DZ702W 苏D50F08 的
苏D0Q003 苏DD837Q 苏DZ308T
苏DE029Z 苏DJN032 苏DN515V 苏DY3138 苏DMV883苏D66661 苏DP619S 苏DS2615 苏DYA620苏DL729L 苏DQ9033 苏D6V369 苏D3323X 苏DHS276苏DE028V 苏DE9616 苏DF267L 苏DG098G 苏DH055W 苏DHH769苏DJ
8738 驾驶中型以苏D55026 小型汽车 苏D0U609 苏DDD999苏DZ836K
苏DE105U 苏DJU033 苏DN568R 苏DY5965 苏DMY182苏D72311 苏DP676W 苏DSA113 苏DYC789 苏DL736U 苏DQ989R 苏D71D98 苏D3923X 苏DJ
U215 苏DE028X 苏DE963D 苏DF271U 苏DG132H 苏DH080Y 苏DHJ129 苏DJ
878D 上载客载货苏D56Z19 苏D027D0 苏D0W330苏DDS898 苏DZ882S
苏DE158Y 苏DK098F 苏DN667B 苏DY6671 苏DN352E 苏DER862 苏DP689V 苏DSU263 苏DYG697苏DLW885苏DQE858苏D755L7 苏D3S906 苏DK6009 苏DE032W 苏DE967L 苏DF282Y 苏DG151W 苏DH095N 苏DHL868 苏DJ
886W 汽车、危险苏D57999 苏D0F212 苏D103Q8 苏DE312J 苏DZA668
苏DE328C 苏DK218T 苏DN6861 苏DY7665 苏DNK310苏DER898 苏DP702J 苏DSU532 苏DYJ395 苏DM199U苏DQJ
107 苏D77583 苏D3W181苏DLW656苏DE033U 苏DE975M 苏DF290D 苏DG152X 苏DH166Z 苏DHL899 苏DJ
896E 物品运输车苏D595M0苏D1Y963 苏D127Z6 苏DE315Y 苏DZD513
苏DE330D 苏DK299W 苏DN809E 苏DYC393 苏DP076Q 小型汽车 苏DP982P 苏DT5215 苏DYP378 苏DM221V苏DQK802苏D7N907 苏D5386X 苏DM075Y苏DE035T 苏DEC193 苏DF319D 苏DG205J 苏DH175J 苏DHN008苏DJ
937F 辆以外的其苏D63A88 苏D21D06 苏D188Q2 苏DE662Y
苏DE539J 苏DK320X 苏DN916L 苏DYJ
967 苏DP278P 苏DN008W 苏DPD225 苏DTM905苏DYQ906苏DM316X苏DQS715 苏D865W7苏D5U830 苏DM3531苏DE065A 苏DEC603 苏DF320E 苏DG235Z 苏DH219A 苏DHP152 苏DJ
976H 他机动车行苏D671W9苏D2791X 苏D1D971 苏DEN579
苏DE585S 苏DK5818 苏DNS356 苏DYK973 苏DP359S 苏DN018F 苏DPT370 苏DTU188苏DZ007D 苏DM329X苏DQY395苏D86925 苏D6261X 苏DN395K 苏DE068S 苏DEC835 苏DF331G 苏DG237J 苏DH221B 苏DHP988 苏DJ
B555 驶超过规定苏D68998 苏D3231X 苏D1E197 苏DES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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