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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起湖南高速对货车试点差异化收费

不同路段享不同优惠：按调整后的计费额最高可优惠25% 超限超载货车除外

本报1月31日讯 今日，记
者从湖南省高速公路差异化收
费试点新闻通气会上获悉，经
省人民政府批准， 我省高速公
路将实施差异化收费试点：从
2019年2月1日零点起，对通行
G4 京 港 澳 、G60 沪 昆 、G72 泉
南、G76厦蓉、G0422武深、S50
与S70娄怀等高速的载货类汽
车(含客货两用)，实施差异化收
费试点。 试点期限为两年，即
2019年2月1日起至2021年1月
31日止。
另外，记者获悉，收费政策
也有调整。 具体而言， 一是对
G72湖南段垄茶路段、G76湖南
段汝郴和郴宁路段通行的货
车， 计重收费的基本费率从现
行 的 0.09 元 / 吨·公 里 调 降 至
0.08元/吨·公里。
二是对试点路段通行的10
吨以上货车， 计重收费的计算
方式由原来没有实行分档计费
（即按基本费率从0吨开始线性
递减计费），调整为实行分档计
费 （即按基本费率从10吨开始
线性递减计费）。

三是对不同试点路段分别
按不同比例实施优惠收费，即
对通行S70、S50长韶娄、 新溆
及溆怀路段的货车按调整后
的计费额优惠20%收费，娄新
路段的货车按调整后的计费
额 优 惠 25% 收 费 ； 对 通 行
G0422湖南段通平、浏醴、醴茶
路段的货车按调整后的计费
额优惠25%收费， 炎汝路段的
货车按调整后的计费额优惠
20%收费； 对通行G76湖南段
的货车按调整后的收费额优惠
20%收费。
对超限超载货车不给予此
项优惠， 执行超限超载货车计
重收费相关规定。
另外， 在湖南省高速公路
差异化收费试点期间， 继续对
持“湘通储值卡”的合法装载货
车通行我省高速公路实行通行
费9折优惠（我省ETC合作银行
ETC办理网点均可办理“湘通
储 值 卡 ”， 可 登 录 www.
hngsetc.com 查询）。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刘山 杨红伟

湖南省高速公路差异化
收费试点路段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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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行回家路
1月28日， 二广
高速蓝山县南风坳收
费站附近新铺子隧道
出口由南往北车道，
由广东进入湖南的车
流通行顺畅。 临近春
节， 二广高速由南往
北车道迎来车流高
峰，连续2天日车流量
均突破4万辆次。
杨雄春 安杰 摄
影报道

省住建厅等五部门联合发文

从严查处资格“挂证”行为
本报1月31日讯 记者今天从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获悉， 为贯彻国家
部委有关要求，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省交通运
输厅、省水利厅、省通信管理局联合印
发通知， 决定今年内开展工程建设领
域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挂证”等违
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 时间将持续至
今年9月底。
此次专项 整治 工 作分 为自 查 自
纠、全面排查、监督检查三个阶段，通
过专项整治， 将建立工程建设领域注
册执业人员规范化管理长效机制。通
知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按照“全覆
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原则，依
法从严查处工程建设领域职业资格
“挂证”等违法违规行为。对发现存在
“挂证”等违规行为的国家机关和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 按规定通报其所在工
作单位和监察机关。
■记者 陈淦璋

举例
使用“湘通卡” 优惠还不少
按计划，实施差异化收费，将实现将京港澳高速湖南
段22%的货车向武深高速湖南段分流，沪昆高速湖南段16%
的货车向长娄怀高速分流， 泉南高速湖南段20%的货车向
厦蓉高速湖南段分流。
差异化收费后，货车通行试点路段收费有何变化？
以货车分别通行京港澳湖南段和武深高速湖南段为例。
京港澳湖南段的全程收费里程为532.664公里。一辆15
吨货车目前跑完全程需缴费586元， 实施差异化收费后跑
完全程缴费为621元，使用“湘通储值卡”结算享受九折优
惠后缴费为558.9元。
武深高速湖南段的全程收费里程为523.220公里。一辆
15吨货车目前走完全程需缴费657元， 实施差异化收费后
跑完全程缴费为555元，使用“湘通储值卡”结算享受9折优
惠后缴费为499.5元。
可见，实施差异化收费后，货车如果通行车流较多的
京港澳高速湖南段，要比此前收费略高；但如果选择通行
车流较少的平行路段武深高速湖南段，则可比此前收费降
低。货车使用“湘通储值卡”结算还可享受9折优惠。
■记者 邓晶琎

黄花机场停车场
即将开通ETC“无感支付”
本报1月31日讯 今日，记者从湖
南机场集团获悉，2月1日起， 长沙黄
花国际机场停车场开通两进三出五
条ETC专用车道，届时，全省首个非
高速公路ETC支付场景将正式亮相。
新开 通的 ETC专用 车 道 分 设 在
T1航站楼（一进一出）、T2航站楼（一
进二出）停车场，安装了ETC设备的车
主可经由车道实现快速进出和自动扣
费。 当天， 停车场还将同步推出微信
“无感支付”功能，车主只需完成车牌
与微信账号的绑定， 开通免密支付功
能，便能被自动识别、扣费离场。
据悉， 长沙机场停车场已开通包
括银联、支付宝、微信、ETC在内的四
种“无感支付”方式，外加扫码支付、现
金及银行卡结算， 实现了当下技术手
段支持的多种缴费方式全覆盖。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胡玥

长沙准妈妈们有福了
市妇幼赠送
免费无创产前基因检测大礼包
本 报 1 月 31 日 讯 长 沙
的准妈妈们有福了！ 长沙市
政府为夫妇一方具有长沙市
户籍 （或女方取得长沙市有
效居住证）的准妈妈们，发放
健康大礼包， 每位符合检测
条件的准妈妈可免费享受1
次无创产前基因检测 （即孕
妇外周血胎儿游离DNA产前
筛查，简称NIPT）。
NIPT 检 测 通 过 采 集 孕
妇外周血， 进行高通量测序
基 因分 析 ， 让 准 妈 妈 们 知
道， 您腹中 的宝宝是否有
21-三体、18-三体和13-三
体3种染色体异常疾病发生
风险。 按国家规 范 要求，
NIPT 检 测 需 在 孕 12+0 ～
22+6周进行。
准妈妈可关注“长沙市
健康民生项目”微信公众号，
线上申领无创产前基因检测
免费电子券（NIPT），到定点
医疗机构进行检测。

如果免费电子券显示为
“审批中”， 您需要带齐相关
证件资料到您户口或居住证
所在的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乡镇卫生院）进行现场审
核，审核通过后，就可成功领
取到免费电子券。
长沙定点检测医疗机
构包括： 中南大学湘雅医
院、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省人民医院、 省妇幼保健
院、 长沙市妇幼保健院、中
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
院、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省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长沙市中心医院、长沙
市第一医院、长沙市第四医
院、湖南旺旺医院、望城区
妇幼保健院、长沙县妇幼保
健院、 浏阳市人民医院、浏
阳市妇幼保健院、宁乡市人
民医院、宁乡市妇幼保健院
18家医院。
■记者 李琪

相关
今起现役和残疾军人
可免费乘坐长沙地铁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长沙市政府双拥工作新举
措，从2月1日起，现役军人和残疾军人持本人有效证
件，可由长沙地铁1、2号线车站的绿色通道免费乘坐
长沙地铁。
有效证件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
警察部队军官（警官）证、文职人员证（仅限军改期间
由现役军官转改人员）、士兵证、军队院校有军籍的
学员证和残疾军人证。
■记者 陈月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