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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 截至12月2
日， 全省ETC发行总量为
600.45万，完成发行总目标
的 91.43% ，ETC安装率为
73.14%。

在ETC车道及门架系
统部署方面， 截至11月27
日， 全省886条ETC专用车
道中 647条已具备通车条
件，占总任务的73%；全省
852条ETC/MTC混合车道
中239条已具备通车条件，
占总任务的28.1%。

将加快联调联试
和车道升级工作

据悉， 加快推进ETC发行和
普及，迅速提高ETC使用率，是保
障年底顺利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
费站的核心任务， 也是未来实现
车路协同、自动驾驶，助力交通强
国建设的必要条件和重要基础。

“这些影响只是短时间的，希
望广大司乘朋友能多给予理解和
配合。”瞿佳表示将加快联调联试
和车道升级工作， 并增加人手保
障收费现场有序快捷通行。 希望
广大司乘朋友多给予理解并配合
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一时的堵，
是为了让大家以后出行时， 能长
久的通畅。

瞿佳提醒广大司乘人员，尽
快办理安装ETC； 在通行ETC车
道前，确保车载设备正常使用，以
免出现异常造成拥堵。

高速收费站近期频现拥堵，咋回事？
释疑：大部分车道处于施工状态 建议：尽早安装ETC，年底各站仅保留一条人工收费车道

本报12月3日讯 昨日，
一段邵阳南收费站收费员
与司乘人员冲突的视频在
网上流传，拍摄者称人工收
费通道减少造成车辆排长
队引发矛盾。今天，记者从
湖南高速集团邵阳管理处
获悉，此事确有发生，但事
发时车内乘客喝了酒。

据介绍，12月2日21时
10分许， 沪昆高速邵阳南
收费站车流量增大，在增开
车道后，仍有大量车辆在排
队缴费， 两位值班站长现
场疏导交通， 并做好解释
工作。

此时一辆牌照为湘E开
头的白色丰田车上下来钟先
生等人，满身酒气，直接将未
开启车道的手动栏杆推开，
并质问现场工作人员为何
不多开车道，当场辱骂收费

工作人员。
经值班站长耐心解释

仍未做通其工作，且情绪越
来越激动， 随即钟先生等4
人将两位值班站长围住，并
将两人推搡倒地，经现场工
作人员劝阻，事态才未进一
步恶化。

事情发生后，邵阳南收
费站第一时间报告管理处、
公 安 部 门 和 高 速 交 警 。
110、辖区派出所及高速交
警赶到现场后，钟先生等依
旧没收敛，值班站长为了不
让事态继续恶化，督促收费
员收取通行费，经执法机关
再三劝说才离开现场。

今日下午，涉事人钟先
生在派出所民警的陪同下
来到邵阳管理处机关向当
时现场值班的两位站长会
面致歉。 ■记者 和婷婷

近段时间， 有不少网友反
映， 排长队成了高速收费站的
常见场景。其中，有些收费站是
人工车道拥堵， 而有些收费站
则是ETC车道比人工车道更拥
堵的情况。这是怎么回事？12月
3日，记者进行了采访调查。
（扫报眉二维码看
现场视频）

■记者 和婷婷

人工车道排长队，ETC车道安全畅通

12月3日下午5：30，冬日暖
阳将傍晚的长沙披上一层金黄。
在长沙西收费站， 车流如织，颇
有一番唯美的意境。

值得注意的是，在收费站的
出口广场，马路被车流明显分成
了两部分：排在人工车道一眼望
不到头的车队，和ETC车道后偶
尔有车快速通过的空旷地带。

据悉，长沙西收费站共26个
出入口收费车道。其中，入口有5
条ETC车道、3条人工车道；出口
有9条ETC车道、 人工车道8条，
和一条正在改造的ETC/人工混
合车道。

“基本上，周末的下午4点到

8点，车辆缓行出现的频率较高，
会有些拥堵。工作日则一般是在
下午4点到6点。” 长沙西收费站
负责人说。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长沙西
收费站出口原本有15条人工车
道。从7月份开始，按取消省界收
费站政策陆续改造缩减至8条，
并增加了6条ETC车道。

“车道的变化对车辆通行还
是有一定的影响。人工车道相较
以前稍微拥堵一点点，但并没有
很明显。因为我们收费人员在努
力加快收费速度，工作人员也在
车流中维持秩序， 舒缓司乘情
绪。”该负责人说。

省高速公路联网收费中心
副主任瞿佳介绍，按照国务院深
化收费公路制度改革取消高速
公路省界收费站实施方案通知
和交通运输部关于大力推动高
速公路ETC发展应用工作通知
要求，在2019年底将基本取消高
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在今年底我
省汽车ETC安装率要达到80%
以上，通行高速公路的车辆ETC
使用率达到90%以上，基本实现
高速公路不停车快捷收费。

“目前， 我省高速公路所有
收费站正按照交通部要求进行
ETC标准化车道改造工作和全
国并网联调联试即车道升级工
作，此工作必须在12月31日前完
成。由于时间紧迫，故全省所有
收费站的大部分车道均处于施
工状态，期间偶尔会出现收费站
拥堵缓行的情况。待年底施工改
造完成后，届时，各收费站仅保
留一条人工收费车道。 另外，从

12月1日起，除25个省界收费站
外，全省高速公路各收费站仅一
条车道保留货车扫码支付功能，
停止所有客车扫码支付功能，这
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个别人
工车道的通行压力。当然，其中
很关键的因素还有车流量的影
响，比如上下班高峰期、周末集
中出行期等。”瞿佳说。

至于网友反映的部分ETC
通道有时出现比人工收费站还
堵的情况，负责取消省界收费站
工程建设的副主任邓翔表示，
部分收费站的ETC通道目前确
实可能出现了司机朋友反映的
有时比人工收费站还堵的情
况。“目前取消省界收费站整体
工作进入了紧张时段，ETC车
道正在进行系统的联调联试和
升级， 过渡阶段可能会对部分
ETC车道造成短时间的堵塞，
但技术人员会快速解决， 让车
道恢复正常。”

全省所有收费站的大部分车道均处于施工状态

全省ETC发行总量
超600万

释疑

12月3日下午，长沙西收费站人工收费车道出现拥堵。 记者 和婷婷 摄

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