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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张建军 齐远

明年1月1日起， 全国高速公路货车通行费
计费方式将由目前的计重收费改为按车型收费。
什么是按车型收费？ 具体收费标准有何变化？

11月27日，省发改委会同省交通运输厅、
省财政厅在长沙举行了《湖南省高速公路货
车通行费按车型收费标准方案》（简称《方
案》）相关定价机制听证会。

6种货车车型按两类高速
公路收费

目前，货车通行我省高速公路，其通行费
按计重收费。 即， 货车需在收费站过磅称重
后，根据实际载重量收费。

根据全国统一部署，明年1月1日起，全国
高速公路将联网收费， 并主要实施ETC收费
模式。 届时，货车收费模式也将发生根本性变
化，由计重收费改为按车型收费。

所谓货车车型，即按车轴数、车长和最大
允许总质量分为1类至6类共6种。 如，车轴数
为2个、 车长小于6米且最大总质量小于4.5吨
的车型为1类车。

按车型收费， 就需要对货车定价机制进
行相应调整， 即从目前的元/吨·公里调整为
元/车·公里。

省交通运输厅财务处处长陈玉洁介绍，
省交通运输厅制定《方案》的定价原则是不增
加货车通行费总体负担， 综合考虑货车通行
费定价成本监审结论， 保持与周边省份基本
协调，统筹维护好社会、货运企业、路段业主
等各方面权益。

记者梳理调整后的车型收费标准发现，
主要分两类高速公路路段进行收费。

一是实行了差异化收费的高速路段。 我
省自今年2月1日起， 对通行湖南境内的G4京

港澳、G60沪昆、G72泉南、G76厦蓉、G0422武
深、S50与S70长娄怀这6段高速公路的货车实
施差异化收费。 差异化收费旨在通过收费价
格杠杆引导车辆分流， 缓解部分路段拥堵现
象，均衡高速公路路网交通流量。

二是非差异化收费路段。 即除了上述6段
高速公路的其余高速路段。

这两类高速公路计费的基本收费标准又
根据建设造价成本和车道数各分为3档。 也就
是说，每一种货车车型通行不同高速公路，按
相应的不同基本收费标准收费。

如，2类货车通行沪昆高速潭邵段， 属于
原计重收费的基本费率为0.08元/吨·公里的
差异化收费高速路段，转换为按车型收费后，
收费标准为1.22元/车·公里。 如果2类货车通
行二广高速安邵段， 属于原计重收费的基本
费率为0.09元/吨·公里的非差异化收费高速

路段，转换为按车型收费后，收费标准是1.26
元/车·公里。

超限超载车辆最高可按20倍收费
《方案》还明确了超限超载车辆和其他收

费事项标准。
按计划，明年起，全省高速公路的入口均

设有不停车称重检测系统， 一旦发现超限超
载货车，将对其劝返，从最近的收费站驶离高
速公路。

如果有恶意冲关、 擅自进入高速公路的
超限超载货车， 除了将接受相关行政处罚以
外，还将按以下收费标准收取车辆通行费：

0<超限率≤30%的， 按该车辆车型收费
标准的2倍线性递增至5倍计费；30%<超限
率≤100%的， 按该车辆车型收费标准的5倍
线性递增至20倍计费；100%<超限率的，按该

车辆车型收费标准的20倍计费。
另据《方案》，目前按计重收费实施基本

费率为0.09元/吨·公里的1类货车， 以及湖南
境内G4京港澳高速、G60沪昆高速、G72泉南
高速3条高速公路的5类、6类货车， 在新标准
基础上暂执行10%的通行费减免优惠。

提醒车主注意， 长沙机场高速收费标准
分两种。 使用ETC通行的货车按调整后的标
准收费， 未安装使用ETC的货车仍暂按现行
收费标准执行。

此外， 按车型收费后，ETC车辆据实交
费；而非ETC车辆交费费额按1元取整，不足1
元的按1元计算。

目前实施的货车差异化收费、 基准收费
标准调整系数、 桥隧按次叠加收费、 连接线
和匝道计入收费里程收费、 符合规定的桥梁
和隧道按系数计算收费里程等收费政策均不

变。
省交通运输厅财务处处长陈玉洁介绍，

明年起货车安装使用ETC， 可享受通行费九
五折优惠政策，再加上其他优惠政策叠加，可
有效降低物流成本。

通行费更加公开透明， 有利于
物流降本增效

听证会上， 消费者、 经营者代表一致认
为， 货车由现行的计重收费改为按车型收费
后， 可以通过安装使用ETC实现快捷不停车
收费。《方案》科学、合理，综合考虑了经营者、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有利于物流降本增效，有
利于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赞成货车按车型收费定价方案。 ”湖
南省中航宇通物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易湘
惠认为，明年起不需要在高速出口停车称重，
通行费更加公开、透明，有利于物流企业有效
减少物流成本，提高运输效率。

以一台装有ETC的2类货车通行沪昆高
速潭邵段为例。 其满载跑完全程， 目前在计
重收费模式下需缴纳通行费为294.1元； 明年
在车型收费模式下可享受ETC的九五折优
惠， 需缴纳通行费252.49元， 减少费用41.61
元。

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永州管理处副
处长钟显羿表示，《方案》 实施可规避倒换卡
逃费现象，有利于保护高速公路运营，今后高
速公路经营部门将着力于全面提升高速公路
运营服务质量。

湖南省天启大件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洪
巧艺则建议， 由于满载和空载车辆的收费标
准一致， 希望对空载返程的大件运输车辆实
施相应优惠政策。

省发改委商品价格和调控管理处处长吴
玲介绍，听证会后，省发改委将会同省交通运
输厅、省财政厅，按照有关政策规定，充分考
虑听证会参加人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进一步
修改完善《方案》， 并报请省政府批准后，于
2020年1月1日实施。《方案》具体内容将在政
府及有关部门网站予以公布。

明年起，货车通行高速公路按车型收费

荨荨（上接1版②）
11月26日， 湖南省现代农业集团投资合

作的宁远县年出栏60万头生猪全产业链建设
项目开工；同日，省现代农业集团参与合作的
宁远县天堂镇源石养殖基地、水市镇周家养殖
基地项目也破土动工。

今年以来，为加快落实国务院及省政府的
生猪促产保供决策部署，湖南省现代农业集团
积极履行国企责任担当， 积极为恢复生猪生
产，保障民生肉类供应开展扩产工作，全力推
动我省生猪养殖产业高质量发展。

为全面落实生猪养殖任务，省现代农业集

团已分别与岳阳、永州、益阳和衡阳签订了生
猪养殖项目战略合作协议， 可实现新增产能
350万头；与常德、株洲、邵阳、长沙等市正在
洽谈，预计还可新增产能320万头。

湖南省现代农业集团董事长许维介绍，为
加快推进已签项目落地，集团班子成员分区划
块、责任到人，全力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公司还
发起设立新五丰产业并购基金，并启动用于养
殖场建设的一期基金募投；与湖南建工集团达
成战略合作， 按照智能化模块化养猪场标准，
由湖南建工集团采取总承包和代建的方式加
快已签生猪养殖场项目建设步伐。

漫画/傅汝萍

荨荨（上接1版①）
近年来，随着“电视湘军”“出版湘军”

“动漫湘军”等文化品牌声名鹊起，长沙的
知名度、美誉度不断提升，2017年长沙成功
荣膺“东亚文化之都”，获评中国首座世界

“媒体艺术之都”。省博物馆、长沙市滨江文
化园、 梅溪湖国际艺术中心……一座座文
化地标在长沙拔地而起。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长沙有“读书
之城”“博物馆之城”的美誉，24小时自助图
书馆、 社区公共文化中心365天向市民开
放。在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长
沙坚持以“文”化人，大力实施文化惠民工
程，每年惠民演出1000场以上，全市公共文
化场馆实现全部免费开放，今年接待观众、
游客已超5000万人次。

幸福源于优美的人居环境
近年来， 长沙致力于打造国家交通物

流中心，京广高铁、沪昆高铁、渝厦高铁米

字形交会于长沙， 高铁可直达全国23个省
会城市及直辖市；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双航
站楼、双跑道”直通国内外145个机场，4小
时经济圈覆盖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

8座过江大桥、2条过江隧道，地铁、城铁、
磁悬浮……长沙城市功能的不断完善不仅体
现在交通上， 而且体现在不断完善的公共服
务上。实施了“老旧小区三年提质提档”“三年
造绿大行动”“蓝天保卫战” 等一个个城市提
质的大手笔后，从2018年开始，长沙大力完善

“一圈两场三道”（15分钟生活圈， 农贸市场、
停车场，人行车道、自行车道、历史文化步道）
建设，“菜食住行购、教科文卫体、老幼站厕
园”都能“圈内”解决。

截至今年10月， 长沙市“15分钟生活
圈”基本实现全城覆盖，多达412个；两年新
增、提质停车泊位9.2万个；改建、新建生鲜
农贸市场、社区门店220个；建设“三道”共
计1686公里。精美的城市、便捷的设施、优
质的服务，成为广大市民幸福的源泉。

幸福源于良好的营商环境
今年7月，长沙市以水电气综合改革获评中

国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标杆城市；9月底，长沙市
市场主体数量突破100万家，每万人拥有市场主
体数居中部地区省会城市第一位；10月，长沙作
为“包容普惠创新”改革创新城市典型，参加全国
优化营商环境现场交流会；11月，在全国工商联
发布的2019万家民营企业评价营商环境报告
中，长沙成为“十佳”中的唯一中西部城市。

今年是长沙市“营商环境优化年”。1至
9月，长沙共减税165亿元，降低企业社保等
成本21.18亿元； 建立的小微企业风险补偿
基金，已撬动基金合作银行向386家小微企
业发放信用贷款5.3亿元。

长沙市市长胡忠雄说，长沙坚持以“随叫
随到、不叫不到、服务周到、说到做到”为服务
理念，以“网上办、一次办、就近办、帮代办”为服
务路径，以“安不安全、赚不赚钱、方不方便、清
不清廉”为评价标准，全力打造更具吸引力的
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长沙正成为活力迸发的投
资福地、人才汇聚的创业高地。

长沙人民的“幸福密码”

� � � � 湖南日报 11月 27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杨红伟） 省交通运输厅今天在长沙举
行新闻通气会发布消息称，自12月1日起实施
《湖南省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治理办法》（以
下简称《办法》），通过31条实施细则有效预防
和遏制违法超限超载行为，整治道路交通安全
治理的顽瘴痼疾。

我省自2014年加强公路治超以来， 超限
超载行为大幅下降。 今年前10月， 全省高速
公路月均超限超载率稳控在0.5%以下。 但随
着科技化、 集团化违法超限超载运输形势加
剧， 亟须通过立法来规范驾驶人、 货物运输
车辆的合法装载运输行为及规范治超执法行
为。

《办法》主要从源头治理、路面治理、法律
责任三大方面制定了实施细则，明确了地方政
府治超工作的领导责任、车辆和货物源头单位

的治超职责，强化了科技治超和信用治超的法
律地位。

根据《办法》，货运车辆一年内违法超限超
载运输超过3次的， 吊销该车辆的车辆营运证；
货运车辆驾驶人一年内违法超限超载运输超过
3次的，责令其停止从事营业性运输；道路运输
企业一年内违法超限超载运输的货运车辆超过
本单位货运车辆总数百分之三十的， 依法吊销
其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并向社会公告。

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肖文伟介绍，《办法》
有3大首创： 首次明确采用不停车超限检测系
统，采集的电子信息（含称重数据、视频、影像）
作为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机构的执法证据；首次
明确将货运源头单位出厂、场、站过磅称重数
据接入县级及以上治超信息平台；首次明确鼓
励引导货运车辆所有人安装使用符合国家标
准的超限阻断技术设备等。

12月1日起，湖南治超实施31条细则

� �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 （记者 奉永成）
受强冷空气影响， 近期我省出现低温雨雪
天气。 为有效应对因低温雨雪天气可能出
现的冰冻灾害，近日，省应急管理厅发布预
警， 要求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做好冰冻灾害
防范工作。

预警发出后， 各级应急管理部门高度重
视，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力做好
防范工作，确保群众生活、生产秩序稳定。 如，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张家界市、怀化市通
过视频连线， 加强对所辖区冰冻灾害防范工
作的调度； 永州市对高寒山区易结冰路面设

立警示牌，加强路面巡查，对水电管网、在建
工程开展安全隐患排查； 娄底市发布预警信
息，提醒公众注意防寒保暖、防范高空坠物、
安全用电、谨慎驾驶等。 截至11月27日，全省
暂未出现因低温雨雪天气而引发的冰冻灾
情。

积极应对低温雨雪天气
省应急管理厅发布预警，要求做好冰冻灾害防范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