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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领卡可以上高速吗？冲关之

后会不会查不到自己的车辆？事实
证明， 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去逃
费。

记者获悉，湖南高速已将所有
逃费冲关异常车辆录入到局内网
系统里，只要你的车上高速未领卡
或者发生冲关行为，之后您将无法
驶入高速。

案例：“黑名单”上高速，六倍
补缴通行费

2月21日10时，一台云H牌照
的皮卡车驶入衡阳粮市收费站入
口准备领卡上高速。正当收费员王
萍操作取卡时，车牌识别系统出现
“黑名单”提示框，属禁止在高速上
行驶的车辆。

“快点把卡给我， 我要去外地
接工程，别耽误我时间！”司机陈先
生极不耐烦。“电脑显示您的车辆
已被湖南高速列入了‘黑名单’，请
您稍等片刻。”收费员解释。“通过
系统查询到您这台车2月10日在
水口山收费站领卡上高速，但在石
鼓收费站尾随冲关下高速。” 收费
班长罗勇接着耐心解释。

最终， 该车按照冲关车辆处
理，按正常收费标准的六倍补缴通
行费， 再加上他丢失了通行卡，原
本28元的高速通行费不仅要罚到
168元，还需要补交35元通行卡的
工本费。办理相关手续后，黑名单
车辆信息才被撤销。

数据：全省MTC黑名单3075
条，ETC黑名单11万多条

罗勇告诉记者，车辆被列入黑
名单而驾驶员不自知的情况并非
个例。

据悉，2019年春节假期高速
免费期间（2月4日至2月10日），衡
阳高速共出现9台冲关车辆，其中
有2台冲关车已现场补缴通行费，
另外7台已录入黑名单。

记者从湖南省高速公路联网
收费中心获悉， 目前全省有MTC
黑名单3075条，ETC止付卡黑名
单11.7万条。

提醒：哪些行为会被录入“黑
名单”

目前车辆通行湖南省高速公路，
在收费站缴纳通行费方式有两种，一
种是ETC，即电子不停车收费；一种
是MTC，即人工收费车道缴费。

当车辆出现过强行冲关、倒换
通行费卡、伪造通行卡、假冒鲜活
农产品运输及其他免费车辆等违
反法律法规等情况时， 将被列入
MTC黑名单， 禁止通行全省高速
公路收费站MTC车道。

此外，目前我省的ETC黑名单
主要有以下几种，分别是：止付卡，
即ETC卡绑定的银行卡余额不
足；挂失卡，即ETC卡片已被挂失；
注销卡，即ETC卡片已注销；伪卡，
即ETC卡片未绑定银行卡。

对不起！您的车辆上了高速“黑名单”
逃费冲关将列黑名单，禁上高速 目前全省MTC黑名单3075条，ETC黑名单11万余条

不动产登记10个工作日内办结
全省实现房屋交易、登记、纳税“一窗受理、一站办结”

本报2月22日讯 89岁的陈某
无证驾驶汽车上高速， 杨某62岁还
在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 均被高速
交警查处。今天，省公安厅交警总队
发布两起老年人违规驾驶的案例。

2月19日上午，省高警局常德
支队德山大队在德山收费站开展
整治行动， 对一辆越野车例行检
查时，发现驾驶人陈某已经89岁。
据了解， 陈某因未按期递交身体
条件证明材料， 驾驶证在2016年
就已注销。 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
的规定， 民警对陈某处以罚款
1000元，因其年龄超过70岁，不执
行行政拘留的处罚。

2月16日，省高警局常德支队
澧县大队民警在二广高速城头山
收费站对过往车辆进行检查时，
发现62岁的驾驶人杨某驾驶一辆
重型半挂牵引车，持A2驾驶证，其

半挂车未按时年检。经查，杨某因
年满60周岁， 按照规定驾驶证被
降为C1证。 杨某依然想开大货车
挣钱，便谎称驾驶证丟失，仍偷偷
使用未上缴的A2驾驶证。 民警依
法对其准驾不符和驾驶未年检机
动车上路的违法行为作出记12
分、罚款1000元的行政处罚。

老年人的大脑和四肢反应能
力不断下降， 我国相关法律法规
明确规定， 年龄在70周岁以上的
机动车驾驶人， 应每年进行一次
身体检查， 在一个记分周期结束
后一年内未提交身体条件证明
的， 车辆管理所将注销其机动车
驾驶证。年龄在60周岁以上的，持
有大型客车、牵引车、大型货车驾
驶证的， 准驾车型自动降为小型
汽车或者小型自动挡汽车。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雷文明

悬！ 89岁老人无证驾车上高速

本报2月22日讯 今天，记
者从省自然资源厅获悉，湖南所
有县市区均已实现房屋交易、登
记、纳税“一窗受理、一站办结”，
基本实现了“最多跑一次”改革
的阶段性目标。全省不动产登记
办理时限已全面压缩至10个工
作日内，根据规划，未来5年内，
办理时限将逐步压缩至5个工作
日内。

不动产登记不再多跑路

2018年7月，湖南下发了《关
于推进不动产登记“最多跑一
次”改革的意见》。按照“进一扇
门、交一套材料、一次性缴费、领
一次证”的要求，湖南推进不动
产登记、房屋交易管理、税费征
缴办理窗口重构、流程再造和系
统对接。

目前，全省所有市县区均完
成综合受理窗口设置，统一发布
了综合受理材料清单，全面实行
“前台综合受理、 后台分类办
理”， 有效解决了群众多部门跑
路、多窗口排队、重复审核的问
题。

截至2018年底，全省各级共
组建不动产登记中心121个，设
置登记场所751处、 服务窗口
2798个，到位人员5768人，累计
颁发不动产权证书267万本、登
记证明355万份。

处理遗留问题16万余件

为了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
题，省政府印发了《关于进一步
做好不动产登记工作的通知》，
指导和督促地方积极解决有房

证无地证、房地主体不一、开发
商违法违规等导致的各类历史
遗留问题。

数据显示， 湖南已有102个
市县出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
政策文件332个， 处理各类问题
楼盘675个、 各类历史遗留问题
16.26万件， 有效保障了权利人
合法权益。

湖南还全面开展违规前置
环节清理，已取消了交易告知确
认、强制落宗配图、强制查核房
产档案等环节和手续，并取缔了
借不动产登记“搭车”收取的房
屋转让手续费、 土地交易服务
费、落宗配图费、档案查询费、重
复测绘收费等项目。

“互联网+不动产登记”落地

值得一提的是，“互联网+不
动产登记” 在我省已经实现。今
年1月， 全省不动产登记在线申
请系统上线运行，目前全省已有
32个市县实现“外网申请，内网
审核”，42个市县实现了不动产
登记信息自助查询，29个市县在
银行、公积金中心设立抵押登记
便民服务点，688个乡镇设置了
不动产登记服务点，群众办事更
加方便快捷。

同时，湖南不动产登记信息
共享交换系统启用，已经与省监
委、组织部、财政、住建、民政、税
务、市场监管等部门建立了信息
共享应用机制。

下一步，湖南将全面实施“互
联网+不动产登记”，推动登记服
务点在乡镇全覆盖， 服务终端向
银行、中介机构和房产企业延伸。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彭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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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了 解
到， 通过分类压
缩登记办理期
限， 在申办者资
料提交齐全的情
况下， 目前全省
不动产登记办理
时限已全面压缩
至 10个工作日
内，61个市县将
转移登记、 抵押
登记压缩至5个
工作日内， 株洲
还在湖南率先推
行了“交房即可
交证”服务，首批
受益者在拿到新
房钥匙的同时就
领到了不动产权
证。

根据安排，
湖南今年将进一
步完善不动产登
记管理体制机
制， 强化系统对
接和信息共享，
在未来5年内逐
步将办理时限全
面压缩至5个工
作日内。

未来 5年办
理时限将压
缩至 5个工
作日内

高速上每条车道都有视频监控录像，只要司机当时有逃
费行为，“躲在暗处”的监控录像将会记录得一清二楚。为避
免影响车辆正常通行， 湖南省高速公路联网收费中心提醒，
MTC黑名单车主尽快前往全省任意一个收费站进行处理，
ETC黑名单车主尽快前往ETC代办银行网点办理ETC通行
费欠费还款等手续。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周娅娜 江钻

车辆入“黑名单”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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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2月22日在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五星村拍摄的“鸟语花香
图”。梅花迎春盛开，鸟儿在花间嬉戏，正是一年春色美。 新华社 图鸟语花香春色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