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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驾驶证 第三章 申请、发证 第一节 申请条件 第二节 申

请与发证 第三节 准驾车型的申请限定和考试科目规定 第四章

驾驶证更换和注销 第五章 驾驶证有效期和准驾车型的其他规

定 第六章 其他规定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机动车驾驶证管理，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保

障道路交通安全，保护持证人的合法权益，依据道路交通管

理的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机动车驾驶证是

准予机动车驾驶人员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的法定证件。 第三

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车辆管理所（以下简称“车辆管理

所”）是机动车驾驶证的登记机构，负责本行政辖区机动车

驾驶证的登记工作。 第四条 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的人员，应

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向住所地车辆管理所申请机动车驾驶证

登记，领取机动车驾驶证。 第五条 车辆管理所应当使用计算

机登记系统办理机动车驾驶证登记。不使用计算机登记系统

登记的，驾驶证无效。 机动车驾驶证计算机登记系统全国统

一。 第六条 申请办理驾驶证登记事项的，应当如实向车辆管

理所提交本办法规定的有关资料，如实申告规定事项，接受

交通安全教育。 不如实提交资料和如实申告的，产生的一切

法律责任由其本人负责。 第七条 车辆管理所办理驾驶证登记

，应当坚持公开、公正、文明、便民的原则，依法受理申请

人的申请，认真审核申请人提交的资料，告知申请人如实申

告的义务和法律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决定是否受理申请。



对不予受理的，书面说明理由。对已受理的申请，应当按照

规定的期限和程序办理登记，核发驾驶证。 第二章 机动车驾

驶证 第八条 机动车驾驶证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驾驶证

（以下简称“驾驶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学习驾驶

证（以下简称“学习驾驶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临

时驾驶证（以下简称“临时驾驶证”）三种。 驾驶证是持证

人具备独立驾驶机动车资格的法定证件。 学习驾驶证是持证

人申请驾驶证时学习驾驶机动车的法定证件。持学习驾驶证

的人员，应当在机动车教练员的随车指导下，在公安机关指

定的线路及区域内学习驾驶。 临时驾驶证是临时在我国驾驶

机动车的法定证件。临时驾驶证仅适用于居留期为三个月以

下，持有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驾驶证或外国驾

驶证、国际驾驶证的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人

员以及外国人。 第九条 驾驶证实行定期更换、审验制度。持

证人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定期到车辆管理所更换驾驶证

，接受审验。 第十条 机动车驾驶证实行准驾车型和驾驶附加

条件签注制度。持证人应当按照驾驶证签注的准驾车型和驾

驶附加条件驾驶车辆。 第十一条 机动车驾驶证记载和签注以

下事项： （一）持证人个人信息：持证人的姓名、性别、出

生日期、国籍、住所地址、身份证件号码、照片； （二）车

辆管理所签发内容：初次领证日期、准驾车型代号、驾驶证

有效期起止日期、核发机关、核发人员编号； （三）其他信

息：持证人驾驶的附加条件，包括使用近视眼镜、助听器、

自动挡汽车、自动挡摩托车、残疾人改装车辆等。 第十二条 

准驾车型分为大型客车、牵引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小

型货车、小型客车、三轮摩托车、二轮摩托车、轻便摩托车



、方向盘拖拉机、手扶拖拉机、轮式自行机械车、城市公交

车和有轨电车共十四种。 准驾车型用大写英文字母或大、小

写英文字母组合的代号表示。 第十三条 申请取得小型客车准

驾车型驾驶证的第一年为实习期。持证人在实习期内驾驶的

汽车应当带有实习标记。 第十四条 驾驶证有效期为四年。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驾驶证有效期为一年： （一）申请取得

小型客车准驾车型驾驶证的第一年； （二）签注有大型客车

、中型客车、牵引车、大型货车、小型货车、小型客车或者

城市公交车准驾车型的驾驶证，在一个违章记分周期内有满

分记录的，或者连续两个违章记分周期有未接受违章处理的

； （三）持证人年龄达到或超过70周岁的。 学习驾驶证有效

期为两年，临时驾驶证有效期为一年。 第十五条 任何人不得

同时持有驾驶证和临时驾驶证，也不得同时持有两本或两本

以上驾驶证、学习驾驶证或临时驾驶证。 第三章 申请、发证 

第一节 申请条件 第十六条 申请机动车驾驶证的，应当符合下

列规定： （一）年龄： 1、申请驾驶小型客车、二轮摩托车

或者轻便摩托车准驾车型的，应当年满18周岁不满70周岁； 2

、申请驾驶小型货车、三轮摩托车、方向盘拖拉机、手扶拖

拉机或者轮式自行机械车准驾车型的，应当年满18周岁不

满60周岁； 3、申请驾驶城市公交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

，应当年满21周岁不满50周岁； 3、申请驾驶大型客车、牵引

车、中型客车或者大型货车准驾车型的，应当不满50周岁。 

（二）身体条件： 1、身高：申请驾驶大型客车、牵引车、

中型客车、大型货车、城市公交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

身高为155厘米以上； 2、视力：申请驾驶大型客车、牵引车

、中型客车、大型货车、城市公交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



，两眼裸视力或矫正视力为对数视力表5.0以上；申请驾驶其

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矫正视力为对数视力表4.9以上

； 3、辨色力：无赤绿色盲； 4、听力：两耳分别距音叉50厘

米能辨别声源方向； 5、四肢、躯干、颈部：运动能力正常

。 第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申请驾驶证: （一）有

器质性心脏病、癫痫病、美尼尔氏症、眩晕症、癔病、震颤

麻痹、精神病、痴呆、失聪、影响手脚活动的脑病等妨碍安

全驾驶疾病及病史的； （二）被吊销驾驶证未满两年的； （

三）吸食、注射毒品期间的； （四）服刑期间的。 第十八条 

已持有驾驶证，申请增加准驾车型的，应当在申请前最近一

个违章记分周期内没有满分记录。申请增加大型客车、牵引

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准驾车型的，还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 （一）申请增加大型货车准驾车型的，应当取得驾驶小型

客车或小型货车准驾车型资格三年以上，并在申请前最近连

续两个违章记分周期内没有满分记录；或者取得驾驶中型客

车准驾车型资格一年以上，并在申请前最近一个违章记分周

期内没有满分记录。 （二）申请增加中型客车准驾车型的，

应当取得驾驶小型客车或小型货车准驾车型资格三年以上，

并在申请前最近连续两个违章记分周期内没有满分记录；或

者取得驾驶大型货车准驾车型资格一年以上，并在申请前最

近一个违章记分周期内没有满分记录。 （三）申请增加牵引

车准驾车型的，应当取得驾驶中型客车或者大型货车准驾车

型资格三年以上，并在申请前最近连续两个违章记分周期内

没有满分记录；或者取得驾驶大型客车准驾车型资格一年以

上，并在申请前最近一个违章记分周期内没有满分记录。 （

四）申请增加大型客车准驾车型的，应当取得驾驶中型客车



或者大型货车准驾车型资格五年以上，并在申请前最近连续

三个违章记分周期内没有满分记录；或者取得驾驶牵引车准

驾车型资格两年以上，并在申请前最近一个违章记分周期内

没有满分记录。 （五）申请增加中型客车、大型客车准驾车

型的，不得有因交通肇事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记录。 第二节 

申请与发证 第十九条 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或者已持有驾

驶证需要增加准驾车型的，应当向住所地车辆管理所提出学

习驾驶的申请。在暂住地居住一年以上的，可以向暂住地所

属地市级以上车辆管理提出申请。申请时应当履行下列手续

： （一）填写《机动车驾驶证申请表》； （二）提交身份证

明； （三）申请增加准加车型的，还应当提交驾驶证； （四

）提交县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的医学证明； 

（五）申请城市公交车准驾车型的，还应当提交公交公司出

具的证明； （六）如实申告是否具有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的

情形。 车辆管理所对符合本办法规定的，经交通法规与相关

知识考试合格后，核发学习驾驶证。对持学习驾驶证并掌握

驾驶技能的，经场地驾驶和道路驾驶考试合格后，核发驾驶

证。属于增加准驾车型的，原驾驶证应当收回。 第二十条 持

军队、武装警察部队驾驶证的人员，可以申请驾驶证。申请

时应当履行下列手续： （一）填写《机动车驾驶证申请表》

； （二）提交身份证明； （三）提交军队、武装警察部队驾

驶证； （四）提交县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的

医学证明； （五）申请人属于军队复员、转业、退伍人员的

，还应当提交军队、武装警察部队驾驶证档案； （六）申请

城市公交车准驾车型的，还应当提交公交公司出具的证明； 

（七）如实申告是否具有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的情形。 车辆



管理所对符合本办法规定的，核发驾驶证。申请准驾车型为

大型货车或城市公交车驾驶证的，还应当经交通法规与相关

知识、道路驾驶考试合格后，核发驾驶证。 第二十一条 持有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驾驶证或者外国驾驶证、

国际驾驶证的人员，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申请驾驶证

： （一）持证人为中国内地居民的，应当在所持驾驶证的签

发地连续居留六个月以上； （二）持证人为香港、澳门特别

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居民以及外国人的，应当具有三个月以

上的居留期。 第二十二条 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

区驾驶证或者外国驾驶证、国际驾驶证申请驾驶证的，应当

履行下列手续： （一）填写《机动车驾驶证申请表》； （二

）提交身份证明； （三）提交符合本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条

件的证件； （四）提交县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

件的医学证明； （五）提交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

区驾驶证和外国驾驶证、国际驾驶证，非中文表述的驾驶证

应当出具中文翻译文书； （六）如实申告是否具有本办法第

十七条规定的情形。 车辆管理所对符合本办法规定的，经交

通法规和相关知识考试合格后，核发驾驶证。 第二十三条 申

请临时驾驶证按照《临时入境机动车辆与驾驶员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执行。 使、领馆人员换领驾驶证按照外交对等原

则执行。国家之间对驾驶证有互相认可协议的，按协议办理

。 第二十四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持证人应当申请换领驾

驶证： （一）在暂住地工作三个月以上的，持证人应当向暂

住地车辆管理所申请换领； （二）持签注有大型客车、牵引

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小型货车、小型客车或城市公交

车准驾车型的驾驶证，在暂住地需驾驶对应当车辆从事客、



货营运的，持证人应当向暂住地车辆管理所申请换领； （三

）持暂住地核发的驾驶证，在常住户口所在地居住三个月以

上的，持证人应当向常住户口所在地车辆管理所申请换领； 

（四）持证人住所迁出原车辆管理所管辖区域的，应当向变

更后住所地车辆管理所申请换领。 第二十五条 申请换领驾驶

证应当履行下列手续： （一）填写《机动车驾驶证申请表》

； （二）提交身份证明和驾驶证； （三）如实申告是否具有

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的情形； （四）属于本办法第二十四条

第二项规定情况的，还应当提交客、货营运单位出具的证明

。 车辆管理所对符合本办法规定的，收回其所持驾驶证，按

下列规定换发驾驶证： （一）申请时违章记分周期内无满分

记录，直接换发。但驾驶证签注有大型客车、牵引车、中型

客车、大型货车或者城市公交车准驾车型的，应当经道路驾

驶考试合格； （二）申请时违章记分周期内具有一个满分记

录的，应当经交通法规和相关知识、道路驾驶考试合格； （

三）申请时违章记分周期内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满分记录的

，应当经交通法规和相关知识、场地驾驶和道路驾驶考试合

格；但对于签注有大型客车、牵引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

或者城市公交车准驾车型驾驶证的，按照本办法第三十九条

、第四十条的规定办理。 第二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持

证人应当向车辆管理所申请变更驾驶证签注项目： （一）持

证人更改姓名的； （二）持证人身份证明的号码改变的； （

三）持证人身份证明种类改变的； （四）持证人驾驶时的附

加条件发生变化的。 第二十七条 申请驾驶证变更时，持证人

应当履行下列手续： （一）具有本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

项至第（三）规定项情形的，持证人应当于更改后的30日内



，持驾驶证和更改后的身份证明向车辆管理所提出变更申请

。 （二）具有本办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情形的，持证人应当

于附加条件变化后30日内，持驾驶证向车辆管理所提出变更

申请。申请增加或取消驾驶时必须使用近视眼镜、助听器条

件的，还应当提交县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检查结果。 车辆

管理所对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应当予以变更，换发驾驶证。

但申请取消驾驶时必须使用自动挡汽车、自动挡摩托车条件

的，应当经道路驾驶考试合格后，予以变更，换发驾驶证。 

第二十八条 机动车驾驶证遗失、损坏、被盗，持证人应当及

时向驾驶证核发地车辆管理所申请补领。申请时应当填写《

机动车驾驶证申请表》，如实申告是否具有本办法第十七条

规定的情形。 车辆管理所对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应当补发驾

驶证。 第三节 准驾车型的申请限定和考试科目规定 第二十九

条 准驾车型的申请限定： （一）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可

以申请学习驾驶的准驾车型为小型客车、小型货车、三轮摩

托车、二轮摩托车、轻便摩托车、方向盘拖拉机、手扶拖拉

机、轮式自行机械车、城市公交车、有轨电车。 （二）在暂

住地申请驾驶证的，可以申请学习驾驶的准驾车型为小型客

车、二轮摩托车、轻便摩托车。 （三）现役军人和军队管理

的退休人员、职工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

人员和外国人，可以申请学习驾驶的准驾车型为小型客车、

二轮摩托车、轻便摩托车。 （四）持军队、武装警察部队驾

驶证申请驾驶证的，可以按照军队、武装警察部队驾驶证签

注的准驾车型，对应申请驾驶下列准驾车型： 1、现役军人

、军队管理的退休人员或职工，可以对应申请驾驶小型客车

、二轮摩托车、轻便摩托车准驾车型； 2、复员、转业、退



伍人员，可以对应申请驾驶大型货车、小型客车、小型货车

、三轮摩托车、二轮摩托车、轻便摩托车、方向盘式拖拉机

、手扶拖拉机、轮式自行机械车和城市公交车准驾车型。 （

五）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驾驶证或者外国驾

驶证、国际驾驶证申请驾驶证的，可以申请驾驶的准驾车型

为小型客车、二轮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 第三十条 交通法规

与相关知识、场地驾驶、道路驾驶考试科目的内容、方法、

标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驾驶员考试办法》办理

。 第四章 驾驶证更换和注销 第三十一条 驾驶证有效期满

前30日内，持证人应当到车辆管理所办理驾驶证更换，接受

违章记录审验。更换时应当履行下列手续： （一）填写《机

动车驾驶证申请表》； （二）提交驾驶证； （三）提交县级

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的医学证明； （四）如实

申告是否具有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的情形。 第三十二条 对申

请驾驶证更换的，车辆管理所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审验违章记

录，办理驾驶证更换： （一）申请时没有违章记录或违章记

分周期内没有满分记录的，应当场更换驾驶证。但属于实习

期满的，应当考试道路驾驶合格； （二）申请时违章记分周

期内具有一个满分记录的，应当考试交通法规和相关知识、

道路驾驶合格后，更换驾驶证； （三）申请时违章记分周期

内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满分记录的，应当考试交通法规和相

关知识、场地驾驶、道路驾驶合格后，更换驾驶证。但对于

签注有大型客车、牵引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或者城市公

交车准驾车型驾驶证的，应当按照本办法第三十九条、第四

十条的规定办理。 第三十三条 驾驶证有效期满时持证人年龄

已满60周岁的，更换后的驾驶证不再签注大型客车、牵引车



、中型客车、大型货车和城市公交车准驾车型。 第三十四条 

持证人因服兵役、出国或其他情况，不能按期更换驾驶证的

，应当在驾驶证有效期满前，向驾驶证核发地车辆管理所提

出延期更换申请。 第三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领取的驾

驶证无效，车辆管理所应当收回并注销： （一）具有第十七

条规定的情形不如实申告而取得的机动车驾驶证； （二）谎

报遗失、损坏、被盗，骗领的机动车驾驶证； （三）利用涂

改、伪造的身份证明冒领的机动车驾驶证； （四）提供虚假

县级以上医疗机构检查结果而领取的机动车驾驶证。 第三十

六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车辆管理所应当注销驾驶证: （

一）本人或监护人提出注销申请的； （二）逾期未更换驾驶

证的； （三）身体条件发生变化，不适合驾驶机动车的； （

四）持证人死亡的。 第三十七条 因不可抗力原因逾期未更换

驾驶证而被注销的，可以在被注销驾驶证一年以内向车辆管

理所提出恢复申请。申请时应当按照本办法第十九条第一款

第（一）、（二）、（四）、（五）、（六）项的规定履行

手续，并提交逾期未更换驾驶证的书面情况说明。 车辆管理

所对符合本办法规定的，按照下列规定重新核发驾驶证： （

一）驾驶证被注销未超过三个月的，应当进行1小时交通安全

教育； （二）驾驶证被注销三个月以上且未满一年的，考试

交通法规和相关知识、道路驾驶合格。 第五章 驾驶证有效期

和准驾车型的其他规定 第三十八条 对持签注有大型客车、牵

引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小型客车、小型货车或者城市

公交车准驾车型的驾驶证，在一个违章记分周期内具有一个

满分记录，或者连续两个违章记分周期有未接受违章处理的

，车辆管理所应当按照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二项的规定，收回



驾驶证，重新核发有效期为一年的驾驶证。 第三十九条 对持

签注有大型客车、牵引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或者城市公

交车准驾车型的驾驶证，在一个违章记分周期内具有两个满

分记录的，车辆管理所应当收回驾驶证，并按照下列签注驾

驶证准驾车型的规定重新核发驾驶证： （一）签注有大型客

车准驾车型的，重新核发的驾驶证不再签注大型客车准驾车

型； （二）未签注大型客车准驾车型但签注有牵引车准驾车

型的，重新核发的驾驶证不再签注牵引车准驾车型； （三）

未签注大型客车、牵引车准驾车型，但同时签注有中型客车

、大型货车准驾车型，重新核发的驾驶证不再签注中型客车

准驾车型； （四）未签注大型客车、牵引车准驾车型，但签

注有中型客车、大型货车其中一种准驾车型的，重新核发的

驾驶证不再签注该准驾车型； （五）未签注大型客车、牵引

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准驾车型的，但签注有城市公交车

准驾车型的，重新核发的驾驶证不再签注城市公交车准驾车

型。 第四十条 对持签注有大型客车、牵引车、中型客车、大

型货车或者城市公交车准驾车型驾驶证，在一个违章记分周

期内具有三个或三个以上满分记录的，车辆管理所应当收回

驾驶证，重新核发驾驶证。重新核发的驾驶证不再签注大型

客车、牵引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和城市公交车准驾车型

。 第六章 其他规定 第四十一条 持证人发现机动车驾驶证签

注事项有错误的，应当要求核发地车辆管理所更正。车辆管

理所应当收回原机动车驾驶证，重新核发机动车驾驶证，机

动车驾驶证有效期不变。 车辆管理所发现机动车驾驶证签注

事项有错误的，应当通知持证人交回原机动车驾驶证，重新

核发机动车驾驶证，机动车驾驶证有效期不变。 第四十二条 



车辆管理所应当建立驾驶证的档案。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

自修改、涂抹、故意损毁或者伪造驾驶证档案。 第四十三条 

驾驶证档案分为实物档案和电子档案。 实物档案和电子档案

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 第四十四条 注销、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的，驾驶证档案资料保留两年后销毁。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

十五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处罚，由县级以上公安交通管理

部门实施，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四十六条 对

谎报遗失、损坏、被盗，骗领机动车驾驶证的，除按照本办

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执行外，还应当处1000元罚款。 第四十七

条 对伪造、变造机动车驾驶证的，应当收缴伪造、变造的机

动车驾驶证，处1000元罚款；以营利为目的，没收非法所得

，收缴制假设备，处一万元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

所得3倍以下罚款，但罚款数额不得超过三万元。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八条 车辆管理所无正当理由，

对符合本办法的事项不予受理、不办理或者不在规定的期限

内作出决定的，由其上级公安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责任人

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车辆管

理所核发的驾驶证视为无效，一律收回。未按照规定收回的

，其上级公安机关可以责令收回，并对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

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持证人造成损害

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 （一）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程序核发

驾驶证的； （二）对不具备本办法规定条件的申请人核发驾

驶证的； （三）车辆管理所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不

认真履行职责核发驾驶证的； （四）车辆管理所工作人员利

用职务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核发驾驶证的。 第五十

条 当事人对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作为或者对其做出的行



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 第八章 附则 第五十一条 驾驶证收费项目和标准，按照

国务院价格、财政主管部门的规定执行。 第五十二条 车辆管

理所办理机动车驾驶证登记的业务流程和登记事项，应当符

合《机动车驾驶证登记工作规范》的规定。《机动车驾驶证

登记工作规范》由公安部制定，并向社会公布。 第五十三条 

机动车驾驶证式样及技术标准由公安部规定。 《机动车驾驶

证申请表》式样由公安部规定，由省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统

一印制。 第五十四条 从事培训驾驶员的教练人员，应当持有

相应当准驾车型驾驶证五年以上，并且在车辆管理所登记备

案。 车辆管理所应当对教练人员建立交通安全备案制度。 第

五十五条 残疾人申请机动车驾驶证的申请条件、履行的手续

以及审验等规定由公安部另行制定。 第五十六条 本办法所称

以上、以下均包含本数。 第五十七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

： （一）身份证明是指： 1、居民的身份证明，是公安机关

核发的《居民身份证》，经常居住地与常住户口地不在同一

车辆管理所管辖区域的，其身份证明是公安机关核发的有效

期一年以上的《暂住证》和《居民身份证》； 2、在境外定

居的中国公民的身份证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公

安机关核发的有效期一年以上的《暂住证》； 3、现役军人

、军队管理的退休人员或者职工的身份证明，是公安机关核

发的《居民身份证》； 4、军队复员、转业、退伍人员的身

份证明，是公安机关核发的《居民身份证》和中国人民解放

军或者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核发的复员、转业、退伍证明

； 5、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居民、台湾居民和外国人的

身份证明，是其入境的身份证件和公安机关核发的居留证件



。 （二）住所是指申请人常住户口所在地或者连续居住一年

以上的经常居住地。 （三）住所地址是指： 1、居民的住所

地址为《居民身份证》以及《暂住证》记载的地址； 2、在

境外定居的中国公民的住所地址为《暂住证》记载的地址；

3、军队复员、转业、退伍人员的住所地址为《居民身份证》

记载的地址； 4、现役军人、军队管理的退休人员或者职工

的住所地址为《居民身份证》记载的地址； 5、香港、澳门

特别行政区的居民、台湾居民和外国人的住所地址为其居留

证件记载的地址。 第五十八条 本办法自2003年 月 日起施行

。公安部1996年6月3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驾驶

证管理办法》（公安部令第28号）同时废止。 附件：准驾车

型种类及相应的准驾车型代号 驾车型 代号 准予驾驶的车辆 

同时签注 大型客车 Ak 核载20人以上的载客汽车（含核载20

人以上的城市公共汽车） Bk、Ck 牵引车 Aq 核定总质量4500

千克以上的半挂汽车列车和全挂汽车列车 Bh、Ch 中型客车

Bk 核载10人以上、19人以下的载客汽车（含核载10人以上

、19人以下的城市公共汽车） Ck 大型货车 Bh 核定总质

量4500千克以上或者车长大于等于6米的载货汽车 Ch 小型货

车 Ch 方向盘式三轮机动车以及核定总质量小于4500千克且车

长小于6米的载货汽车 Ck 小型客车 Ck 核载9人以下且车长小

于6米的载客汽车 三轮摩托车 D 三轮摩托车和其他方向把式

三轮机动车 E、F 二轮摩托车 E 二轮摩托车及其他发动机排量

大于50cc或者最大设计车速大于50km/h的方向把式两轮机动

车 F 轻便摩托车 F 轻便摩托车及其他发动机排量小于等于50cc

，最大设计车速小于等于50km/h的方向把式两轮机动车 方向

盘拖拉机 G 方向盘拖拉机 手扶拖拉机 H 方向把拖拉机 轮式



自行机械车 M 轮式自行机械车 城市公交车 N 无轨载客电车

和核载10人以上的城市公共汽车 Ck、Ch 有轨电车 P 有轨载

客电车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