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么，吊装公司原本要59000
元的收费到底合不合理呢？

日前，湖南省发改委、湖南
省交通运输厅联合下发《关于
我省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收
费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通知

明确决定扩大高速公路车辆救援
服务收费市场调节范围。

最新的湖南省高速公路救援
服务收费标准明确公示，20吨以上
货物收费2800元一车次，而且不能
重复收费或者分解作业收费。

20吨以上货物吊装收费2800元一车次

岳阳两家酒店被列为重大火灾隐患单位
近日， 岳阳消防将存在重

大火灾隐患的屈原管理区卢浮
宫大酒店、 华容县华东郝博酒
店列为重大火灾隐患单位，并
进行曝光。

11月25日， 屈原管理区消
防救援大队检查发现卢浮宫大
酒店存在部分疏散指示标志损
坏、部分灭火器压力不足、占用
疏散楼梯间、南侧3层以下楼梯
间封堵、 未设置封闭楼梯间等
多处隐患问题。

11月12日，华容县消防救援
大队对华东郝博酒店进行检查
时发现，酒店存在室内消火栓无

水、防火门无身份标识、管道井未进
行封墙、西侧楼梯间违规设置客房、
末端试水装置设置不符合要求、火
灾自动报警系统和自动灭火系统
无法正常运行、客房内无防烟逃生
面罩等火灾隐患问题。

消防部门将督促两家单位积
极整改火灾隐患。同时，将建立火
灾隐患曝光常态机制， 强化社会
群众的消防安全意识， 让广大市
民共同监督隐患单位， 加快其火
灾隐患整改进度， 提升辖区火灾
防控能力， 在全社会营造一个平
安和谐的消防安全环境。

■通讯员 杨舒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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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下午6时许，货车
司机刘师傅从江苏运送一台风
机机组到广西， 途经许广高速
潭衡高速段雨母山服务区路
段，遇到坑一颠，把货车大梁震
断了，没法走了。他赶紧拨打了
12122高速公路报警救援电话。
跟随救援人员一并赶到的，还
有衡阳市蒸湘区雨母山镇潭衡
高速邦田施救站（以下简称雨
母山邦田施救站） 和湖南贺氏
吊装服务公司的工作人员，对
方让刘师傅卸货转运。

由于刘师傅开的是大件运
输车， 运载的风机价值600万，
80多吨重， 同行的妻子顾女士

认为贺氏吊装公司不具备这个
吊装能力，僵局就此出现。刘师
傅夫妇坚决不肯用贺氏的吊
车，吊装公司的人也不肯走。

“对方称要是不及时转运
会妨碍交通， 他们要强制执行，
到时候费用就是20万； 如果签
字同意吊装，只要8万。”面对贺
氏吊装公司的报价，夫妻俩慌了
神，顾女士更是被急哭：“我们一
趟货拉到这里， 一万块都赚不
到，你一开口就要8万，20万。”

由于事发深夜， 无奈之下
刘师傅只能签字。同时，连夜从
江苏找修车师傅赶来， 并预付
了1万多元的修车费和交通费。

记者了解到， 潭衡西高速
公路由湖南潭衡高速公路公司
（隶属于深圳泰邦集团， 与湖南
省高速集团没有隶属关系）投资
建设、经营管理，是潭衡西高速
公路车辆救援服务管理主体。

2017年，潭衡公司以合同方
式引入湖南邦田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该公司在潭衡西路段共设立
了三个服务站点，其中包括雨母山
邦田车辆救援服务站。贺氏吊装公
司系雨母山施救站外协单位，在此
次事件中提供吊装服务。

另外，湘潭管理处蒸湘路政
大队属于监管主体， 但没有执
法权。

“天价施救”新进展：3人被停职调查
货车高速抛锚，卸货转运费要8万-�20万？ 湖南高速集团成立调查组：从严从快处置

“11月29日当天，我们终于
到达了交货地点， 比原计划晚
了12天。” 刘师傅告诉记者，36
岁的他已经跑了十多年的货
车。今年7月，找亲戚朋友借了
20多万，贷款40多万，才买了这
辆货车，指望它养家糊口。家里
两个读小学的小孩， 还有一个
70岁的老人， 再加上每个月货
车还要1万多元还贷款。

“通常我们一个月跑两趟
车，一趟行程四五天，可以赚个
万把块钱， 刚好够家庭开支。可
这个月眼看着近半个月被耽误
了，入不敷出是肯定的了。”刘师
傅叹着气说。

“我不想让他开了，辛苦遭
罪不说， 遇上这样的糟心事还
得赔钱， 我想好好赚点安稳
钱。”顾女士无奈地说。

与经济损失相比， 另一件
让刘师傅糟心的事是手机成
天被电话骚扰。“事情在网上
引起热议之后，我莫名其妙就
‘火’了。尤其是11月29日后，
不停有人打电话称‘我车子坏
路上了， 吊车费59000元来不
来？给你20万来不来?’，号码
归属地显示来自广州、 深圳、
新疆、海南等各种地方。”

无奈之下， 刘师傅把手机
设置了陌生电话拒接。

■记者 和婷婷

一趟原本平常的运输， 未料到变成了“人在囧
途”。

货车司机刘师傅的车辆在湖南高速发生故障
后，跟随救援一起来的还有20万“天价施救”费。僵持
不下， 刘师傅夫妻被迫滞留高速10天。 此事被曝光
后，引起广泛关注。11月30日，湖南高速集团通报，3
名路政人员被停职调查。

12月1日，三湘都市报记者辗转联系上货车司机
刘师傅，了解到整个事件的始末。

11月30日， 湖南省高速公
路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湖南高
速集团）发布通报。

通报表示，近日，有网友曝
光衡阳境内发生一起高速公路
施救强迫服务“天价” 收费事
件。 湖南高速集团第一时间成
立调查组，赴事发地开展调查。

11月29日上午， 湖南高速

集团党委在听取调查组初步调查
情况后， 责成集团公司湘潭管理
处从严从快处置。当日，湘潭管理
处对该事件负有监管责任的蒸湘
路政大队3名路政人员采取停职
措施，进行专项调查。

相关调查工作 正 在进 行
中。 查处结果将第一时间向社
会公布。

僵持局面的缓和出现在11
月27日。

“11月27日凌晨，朋友在网
上发帖，说了我的遭遇，引起了
关注。当天晚上，湖南高速集团
就有领导联系我， 并来服务区
进行处理。” 刘师傅告诉记者，
施救队一个李姓领导找到他，
愿意将11月20日收到的8500
元施救费退还他们8000元，只
收500元。“至于付给吊装公司

多少钱，我们说了算。经过反复
协商， 我们收到了施救队退还
的8000元，从中拿出2000元付
给了吊装公司。”

事情都处理好，已是11月28
日的凌晨1点左右。“收到钱，吊装
公司的人就撤了。除了修车费，我
们总共出了500元的救援费和
2000元的吊车费。” 刘师傅告诉
记者，由于通行证过期，他们夫妻
于11月29日离开了湖南。

11月19日下午2时许，刘师
傅请来的两名修车师傅赶到现
场，开始维修。

“看我们维修，他们就开始
要钱了。” 刘师傅告诉记者，贺
氏吊装负责人说， 吊车停在现
场也要收费。两台吊车，一台拖
车，费用按台班算，八个小时一
个班 …… 打 了折 之 后 还 要
59000元。

对此， 刘师傅并不认同，
“没有施救，没有吊运，我们也
没让他们在这等着， 他们自己
不走，凭什么收钱？”

僵持之余双方发生冲突，
吊装公司工作人员甚至阻挠修
车，高速交警介入后，维修得以
继续。

11月20日凌晨1点左右，
车子修好并恢复正常行驶。“我
们给雨母山邦田施救站支付了
8500元的施救费， 但贺氏吊装
公司的人依旧堵着我们。 无奈
之下，路政、交警、吊装公司跟

着我们一起， 把车开到衡南服
务区。 吊装公司两台车子就一
头一尾围堵我们的货车， 生怕
我们跑了。”

眼看着自己被小车围堵
“动弹” 不得，11月20日早上天
一亮， 刘师傅就开始拨打各种
求助电话，包括110、市政府热
线、物价局、高速服务电话等。

“打了110之后没多久，衡
南县硫市镇派出所两个民警赶
到服务区，说我们是经济纠纷，
吊装公司的人也没限制我人身
自由。”

刘师傅心里没了底， 服务
区这一堵就堵到了11月27日。

“期间， 吊装公司的四五个
人分别坐在2辆车里‘守’着我们。
吃饭就在车跟前吃，吓得我们都
不敢离车， 生怕他们搞破坏。”顾
女士告诉记者， 被围堵的10天
里， 夫妻俩吃住都在货车上，“心
里着急发愁，再加上身上也没钱
了，每天基本上就吃一顿饭。”

大货车抛锚，吊装费开口8万事发

货车被吊装公司车辆前后围堵僵持

破局 最终花费2500元突出“重围”

比原计划晚12天到交货地
手机号码被电话骚扰

3名路政人员被停职调查

消防隐患曝光

路政、施救站、吊装公司关系梳理

货车修好后开到衡南服务区，
被吊装公司车辆前后拦截“动弹”不
得（上图）。

“天价”救援费清单显示，费用
总计59000元（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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