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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奋进 精彩湖南

唐星波 杨文韬

大地为琴路作弦，纵横捭阖总是歌。
湖南省自2014年全面开展治理车辆超

限超载工作以来，坚持“依法治超、科技治
超、联合治超、长效治超”的治理理念，持续
发力，不断创新，治理工作深入推进，治超工
作保持全国“第一方阵”。

这五年来，全省治超工作实现从被动应
付到主动作为转变、从攻坚战向持久战转
变、从集中打击向长效治理转变，从人海战
术向以科技为手段的“智慧”治超转变，呈现
出好的形势、好的趋势、好的态势；这五年
来，随着治超力度的一步步加大，湖南普通
公路治超取得了良好的实效；这五年来，全
省货运车辆超限超载率不断降低，人民群众
对出行的获得感越来越强。

为切实加强高速公路治超，实现全省治
超“一盘棋”，一场高速公路治超攻坚战在全
省全面铺开。省治超办主任，省公路事务中
心党委书记、主任张汉华介绍：“从 4 月 1 日
起,全省统筹布局，各级各部门联合发力，创
新高速治超新模式，实现了从普通公路治超
向‘与高速公路治超两手抓’的转变。”

通过集中整治，湖南省第三季度高速公
路超限超载率已下降至 0.5%，位列全国第
四，比去年同期下降1.4%。

一往无前 扬帆踏浪风正劲

大道行开阔，长路写辉煌。

湖南省有 6800 余公里高速公路，湖南
交通人一往无前，用汗水与艰辛铸就了新的
传奇。在湖南普通公路治超已进入“常态
化”的同时，高速公路居高不下的超限超载
率让我们看到了治超的形势还不容乐观。

回望湖南高速公路治超的工作历程，历
史场景扑面而来。湖南高速公路治超前后
经历了“前期试点、整章建制、全面实施”三
个阶段。2015年，湖南省印发《湖南省高速
公路入口称重阻截管理办法》，选取了星沙、
邵阳南、郴州等 5 个收费站进行试点；2016
年，编制完成《湖南省高速公路收费站入口
超限检测研究方案》，并选取浏阳南、宁乡等
具备条件的收费站进行推广，逐步完善制度
措施，健全工作机制；从2018年起，根据省交
通运输厅统一部署，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
司开始在收费站建设入口称重检测设备。

为巩固和深化前期湖南治超工作成果，
实现公路治超工作常态化长效化。从今年4
月1日至12月，全省开展为期9个月的高速
公路入口治超专项整治行动。自4月1日以

来,我省各市州治超办与市州高速公路管理
处密切配合，严厉打击高速公路入口违法超
限超载车辆，对经称重检测确认为违法超限
超载运输的车辆实施阻截，禁止其进入高速
公路行驶。

截至目前，全省426个匝道收费站全部
实行入口称重检测，安装入口称重设施设备
收费站车道559条。“辖区各收费站入口整体
磅开启治超功能后，对于超限车辆，发卡系
统会显示不能发卡，车辆将无法上高速。”湖
南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路政安全处处长
贾霁表示。

据了解，目前湖南高速公路集团已着手
建设入口称重检测信息平台，已具备对入口
基础数据统计分析功能，未来计划实现与出
口计重收费信息整合联动，实现入口称重检
测信息系统和出口称重计费数据与地方治超
信息平台的交互对接、互联互通，为分析、决
策公路治超工作情况和形势提供数据支撑。

多措并举 治超已呈常态化

“您好！您的车辆已涉嫌超限超载，请
从最近的收费站驶离高速公路。”一台二轴
大货车经长益高速公路长沙西收费站入口
称重检测涉嫌超限超载运输，司机在通过入
口车道时，未拿到高速公路通行卡，反而收
到了收费员发给他的《超限运输车辆就近驶
离高速公路告知书》。

据了解，这是为了避免收费站入口出现
长时间拥堵的情况，维护其他车辆的通行权
益。按照相关的规定，由于受自身条件限制
无法就地驶离的车辆，入口收费站将采取发
放《超限运输车辆就近驶离高速公路告知
书》，交驾驶员签字认可后，要求其就近从具
备条件的收费站驶离高速公路。

“你们这计重设备真是准，我就多装了
一点点，以为没事，没想到还是被发现了!”临
走时，一辆超限超载的货车司机感慨道。

这是湖南强化高速公路入口治超的一个
场景。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高速公路入口治
超，实现公路治超工作常态化、长效化。自启
动入口称重检测工作以来，各地公路管理部门
和高速管理处通力合作，共同发力。

省治超办要求，针对入口称重检测过程

中可能发生的冲关闯卡、故意堵塞车道、扰
乱高速公路运营秩序等突发情况各地要制
订相应的应急预案，让超限超载车辆无处可
逃，无路可走。

各市州、县（市区）精准打击，针对高速公
路入口超限率居高不下的收费站，县（市区）
治超办派出治超执法人员在收费站实行24
小时执法，其中，娄底针对辖区不同收费站、
不同时段超限货车上高速的特点，特别是“昼
出夜伏”“猫捉老鼠”等现象，联合治超执法行
动组采取定点守候与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
式，加大夜间行动，重点查处违法超限超载和
非法改装的货运车辆；长沙、益阳、株洲等地
对每月的高速公路入口超限率制成图表，进
行分析对比，挂图作战；张家界、永州、湘西等
地由市州治超办采取发督办函、约谈治超办
负责人等方式加强整治；郴州、怀化、岳阳等
地加强对高速入口的管控力度，整体推进高
速公路入口治超工作，并对违法超限超载车
辆进行抄告，落实“一超四究”制度。

湘西州对全省排名靠前的高速公路入
口进行重点排查、重点查处，县（区）抽调6名
治超执法人员成立高速入口治超执法小分
队，加强违法行为惩戒，对高速公路收费站
劝返的超限超载车辆，及时消除超限超载违
法行为。

治超攻坚，宣传先行。为营造浓厚的治
超氛围，湖南省重点宣传高速公路入口治超；
常德、株洲等地各路政大队在各收费站入口
设置宣讲台，采取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资
料、广播语音提示等方式，耐心向货车司机进
行宣讲。另外，邵阳市高速管理处路政大队
把治超宣传工作做得更细更深一步，带着宣
传单深入走访高速公路沿线村镇，把治超政
策送到平常百姓家，并把沿线周边的木材公
司、搅拌厂等企业列为宣传对象，走进企业面
对面宣讲政策，对从事运输行业的司机朋友
讲解高速公路入口治超的相关政策及流程，
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凝心合力 畅通八方路如虹

治超不是公路一家之事，治超工作涉及
公安、发改、市场监督、国土、住建、工信等十
多个部门，涉及车辆制造和货源、运输企业、

厂矿等多个行业领域……
湖南治超已从过去的单一部门治超逐步

转变为了联合治超。一个个收费站始终坚守
法律法规底线，牢牢把好第一道关卡，在各个
收费站处处有治超人忙碌的身影，同一时间一
起行动，涓涓细流汇聚成治超合力。

对内，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主动加强与
地方公路、地方公安、高速交警等部门协调
联动，实现了从孤军奋战到协同作战转变。
加大对超限超载治理力度，保持高压治超态
势。在常德，市治超办紧密与高速公路交管
局常德支队德山大队、常德高速管理处德山
路政中队、益常高速德山收费站召开高速公
路治超工作专项整治会议，达成联合执法共
识。地方路政治超执法人员在德山高速路
口300米处设立流动执法岗亭，对过往超限
超载车辆进行查处。

对外，湖南加大与周边省份建立跨省联
动治超机制，实现了从单打独斗到群龙治水
的转变。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与
重庆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湖北省高速公路
管理局、贵州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四川省高
速公路管理局联合签订《川渝鄂湘黔跨省际
高速公路超限治理工作协作配合框架协
议》，建立了联席会议、信息共享、联动执法、
省(市)界互控、逃逸案件协查、执法文化共建
六项机制，进一步加强与周边省市高速公路
治超执法部门的协作配合，强化省际超限超
载治理工作，持续开展入口治超联合行动，
形成联合治超强大合力。

“现在超载超限车辆越来越少了，我们
经常跑高速的，开车也感到安全了许多。”司
机李先生感慨道。话语的背后，是对湖南高
速公路入口治超工作的充分肯定。

据统计，今年 1 月至 11 月，我省高速公
路通行货运车辆 6117.32 万辆次，其中超限
货 车 39.65 万 辆 次 ，同 比 去 年 下 降 了
68.09%。我省三季度高速公路超限超载率
已下降至0.5%，位列全国第四，比去年同期
下降。

大道如虹坦途畅，阔步迈进新时代。治
超工作是保障公路运营安全的治标之举、治
本之举，更是满足经济发展、维护人民群众
切身利益的迫切需要。

从2020年1月1日起，我省高速公路入
口治超将进入常态实施阶段。湖南高速治
超工作将继续按照“力度不减、要求不变、措
施不松”的要求，深入推进高速公路入口治
超工作，坚决打赢高速公路治超工作的攻坚
战、持久战，为人民群众安全出行提供坚强
保障，助力全省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大道如虹助腾飞
——湖南省加强治理高速公路车辆超限超载工作纪实

娄底市治超执法人员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展入口治超，严禁超限超载车辆驶入高速
公路。 毛艺汉 摄

柏 润

巍巍岳麓山，滔滔湘江水。流芳千古的
长沙，矗立着“全国百佳医院”——湖南省肿
瘤医院。咸嘉湖畔，省肿瘤医院环境宜人、
绿树掩映，集医疗、科研、教学、预防、康复于
一体，是三级甲等肿瘤专科医院，也是全省
肿瘤防治研究中心。

如今，总建筑面积超过18万平方米的省
肿瘤医院，不断推动医改走向深入，依托日
渐完善的智慧医疗整体架构，正扎实稳步下
沉优质医疗资源，积极探索具有肿瘤专科特
色的分级诊疗，助推我省恶性肿瘤防治体系
建设，打造优质的患者就医体验。扛起大医
无界的烈烈风旗，掬起惠民服务一池春水，
省肿瘤医院白衣军团，求新思变、大力改善
医疗服务环境，不断攀登医技高峰，在建设
特色化肿瘤医院的进程中奏响了大医精诚、
昂首奋进的最强音——

智慧医疗照进现实
——“造福患者的大好事”

在集聚众多前沿科技和高精尖人才的
医疗健康行业，智慧化变革正有力推动着百
姓就医体验的提升。

智慧服务带来的是幸福感。
衡阳患者李先生被确诊为鼻咽癌，来湖

南省肿瘤医院做放疗前，得知准备阶段约30
天。仅两周，医务人员便告知已可上机做放
疗。怎么就提速了呢？李先生不解，工作人
员解释说，医院放疗综合科引入了MIP放疗
信息化管理平台，平台加强内部管理，消除

“放疗信息孤岛”，每个环节像“接力棒”一样
快速传递，缩短患者治疗等候时间，开启了
智慧放疗新模式。李先生竖起大拇指说：

“这是造福患者的大好事。”在医院CT检查
室门口，刚做完检查的刘女士没了往日办理
手续的疲态，轻松地说：“医生看完病直接在
诊间就给我预约好了所有的检查时间，我只
要按时到指定地点去检查就行，确实省时省
事，方便快捷！”这都是诊间预约系统的功
劳！今年1至9月，该院诊间预约人数近20
万人次，帮助患者管好各类检查预约的“时
间账”。“行政职能科室为临床一线服好务，
临床一线为患者服好务”，在这一理念下，该
院成功实现“信息跑路”代替“患者跑路”。

李先生和刘女士是智慧医疗的受益者，
而在 5G 助力下，智慧医疗的应用场景还远
不止此。

“病例会诊和教学培训的结合成为现
实，县市级医务人员会诊时还可及时充电”，
12 月 14 日，在湖南省放射治疗能力提升项
目培训班上，我们看到省肿瘤医院正与怀化
市二医院联合举行“食管癌放射治疗远程会
诊+教学”示范课程，参会人员表示此课程形

式新颖，内容丰富，颇为受益。此外，在远程
医疗上，湖南省肿瘤医院计划投入3000万，
为患者打造“足不出户”的远程信息平台。
此项工作还与健康扶贫相结合，省肿瘤医院
的60家远程医疗协议单位涵盖了48家贫困
县医院，预计在 2020 年内将全部完成远程
医疗平台对接。

乘智慧医疗的春风，医院正深入探索
“双向转诊”和“分级诊疗”机制。“小病进社
区，大病进医院”，今天，在湖南省肿瘤医院
的“肿医微转诊”APP上，入驻单位的医务人
员可以在这里完成上、下级医院间双向转诊
的无缝对接。

面对“分级诊疗”的落地，省肿瘤医院院
长肖亚洲信心满满，“我院将进一步深化医联
体合作模式，明确上下转诊双方定位及责任，
依托省肿瘤化疗、放疗质控中心，细化上转下
转标准，运用信息化技术手段，建立高效便捷
的转诊机制，逐步形成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
慢分治的就医格局，构建符合肿瘤规范化诊治
特色的科学合理的分级诊疗制度。”

“数据多跑路，病人少跑腿”，一站式服
务提升就医体验，湖南省肿瘤医院数字化

“神经末梢”将触达医院的方方面面。

肿瘤防治一体化
——科学抗癌的有力探索

近年来，湖南省肿瘤医院肿瘤预防和诊
治齐头并进，势头迅猛。预防、早期筛查、综
合治疗、居家宁养、安宁疗护一体化，逐渐构
建成肿瘤防治一体体系。

“早筛早诊”是提高恶性肿瘤患者五年
生存率的重要手段。2019年是“城市癌症早
诊早治”项目在湖南省实施的第八个年头，
这一项目被誉为“民生工程”、“民心工程”。
截至目前，湖南省肿瘤医院完成了高危评估
问卷 29 万余人，免费临床筛查 7 万余人次，
检出可疑癌症病人600余例，癌前病变6000
余例。扎实履职方可行稳致远，超额完成任
务的省肿瘤医院得到了国家癌症中心的认
可与表扬。

科学认识癌症，树立癌症可防可治的正
确观念，是降低癌症所致社会危害和疾病负
担的有效途径。省肿瘤医院将每月编辑出
版的《湖南省肿瘤防控导报》免费发送至全
省 14 个市州、123 个区县的卫健局、疾控中
心和医疗机构。在该院健康服务中心内，我

们看到肿瘤专家正准备去社区走访，定期基
层走访，世界防癌日、科技周的宣传义诊活
动，为城乡居民送去了常态化的肿瘤筛查知
识讲座，填补了基层百姓肿瘤防控保健知识
的空白。

拥有多年防控经验的湖南省肿瘤医院，
正酝酿“县域癌症早诊早治”项目。据了解，
该项目深化医联体合作模式，将在 2020 年
选择合适的 3-5 家市县级医疗卫生机构作
为重点区域点，为市县级医院建设“恶性肿
瘤早诊早治筛查基地”提供技术指导与人才
支持，采取“专家走下去，骨干请上来”的双
向培养模式，从根本上提升县级医院业务骨
干的水平和能力。

科研、人才双推进
——创新发展的根本引擎

“人才促科研、科研兴学科、学科创平
台、平台揽人才”，肖亚洲向我们阐述了他的
科研人才观。

作为湖南省抗癌协会挂靠单位，挂靠省
肿瘤医院的国家级专业委员会有7个。近两
年来举办近百个继续教育学习班，学员覆盖医
联体全体成员单位，培训各专业医务人员达
7000余人。98场培训会、专家走进41家县人
民医院和中医院、培训医护药专业人员3000
余名……2019年6月，湖南肿瘤专科医联体
与中国医学论坛报社合作，在省内启动“星火
计划—基层医院癌痛规范化诊疗培训项目”，
项目极大提升了全省县级医院癌痛规范化诊
疗能力，助力建设癌痛规范化诊疗病房。

在院内，省肿瘤医院坚持学科分层，因材
施策，优先支持优势学科，科研临床齐头并进，
优先提升学科水平。医院计划五年内，投入
5000万元用于人才培养和平台科研。完善人
才评价体系，打造人才团队，针对性制订培养
计划，培养科研、医疗、管理的复合型人才；建
立以“病种”为中心的学科群，多学科协同发
展，提升学科水平；重点发展成熟科研团队，同
时孵化潜力科研项目；并充分利用已有学术平
台，推动科研再攀高峰。

2020年，医院还将对道路、交通、循环、
停车、房屋等进行改造提升，并筹建放疗大
楼，全面提升医院医疗水平和服务能力。

大医精诚，大爱无疆。站在维护人民群
众全生命周期健康的新的历史起点，湖南省
肿瘤医院把握新形势，面对新要求，“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凝心聚力的省肿医人，将毫
不松懈地以扎实的工作为人民健康筑一道
坚固的防线。

大医精诚铸匠心
——湖南省肿瘤医院建设国家区域肿瘤医学中心纪事

砥砺奋进砥砺奋进 精彩湖南精彩湖南
湖南省首台、全球最先进的第四代达芬奇手术机器人落户湖南省肿瘤医院。

湖南省肿瘤医院。 （本文图片均由湖南省肿瘤医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