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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18日讯 记者今日从
长沙市交警支队获悉， 为确保坡子
街有机更新项目施工的顺利进行和
施工期间道路的交通安全畅通，10
月21日起，施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

2019年10月21日0时起至11月
14日24时止，坡子街(湘江路一太平
路)路段实施全封闭限制交通措施，
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通行。

2019年 12 月 15 日 0 时 起 至
2020年1月23日24时止，坡子街(太
平路一粮道街)路段实施全封闭限
制交通措施，禁止机动车、非机动
车通行。

2020年1月29日0时起至2月17
日24时止，三王街(坡子街一解放西
路)路段实施全封闭限制交通措施，
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通行。

■记者 杨洁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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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吊！”10月18日下午3
时， 长湘高速北往南莲花到道
林枢纽（K712+960）处，随着现
场项目负责人的一声口令，起
重机吊起ETC门架横梁缓缓移
动，稳稳地落在两端的立柱上。
至此， 湖南省取消高速公路省
界收费站1144套ETC门架吊
装全部完成。 这为接下来的门
架设备安装及全国联调联试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据悉，ETC门架系统是取
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的基础
性工程。自8月份开始，湖南省
高速公路联网收费中心作为建

设实施单位，牵头联合省高警局、
湖南交通科学研究院公司、 各运
营单位成立了取消高速公路省界
收费站工程建设指挥部， 组建岳
长、潭株、郴永、邵怀、益娄衡、常
张湘西等6个项目组同时推进工
程建设。不到2个月时间，相继完
成了门架基础施工、 立柱和横梁
吊装，并保证了质量优良、无生产
安全事故。

10月8日， 益阳片区 42座
ETC门架全部吊装完毕， 成为全
省最早完成ETC门架吊装的项目
工区。当日，全省ETC门架完成吊
装施工91座。

本报 10月18日讯 昨
天， 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
为协作法院， 与作为管辖法
院的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合作完成了一起债权人撤销
权纠纷的跨域立案工作，这
是湖南法院系统首起通过
“湖南移动微法院”跨域立案
案件。

目前 ，“湖南移动微法
院”已上线运行并对接“中国
移动微法院”，跨域立案不再
需要两地奔波。

岳阳的张律师接受委
托， 代理岳阳一家公司诉长
沙某公司债权人撤销权纠纷
案件。10月17日，他正准备乘
高铁前往长沙市芙蓉区法院
立案时， 通过同事了解到岳
阳中院当天开通了跨域立案
功能， 当即通过跨域立案服
务平台， 不到30分钟就办完
了在长沙市芙蓉区法院立案
手续。

张律师感触颇深：“过去
跨域立案，来回跑路，少则一
两天，多则四五天，有些案件
材料不齐还需跑几次。 现在
不到一个小时就完成， 方便
了很多。”

三湘都市报记者采访了
解到，“湖南移动微法院”目
前已上线运行并对接“中国
移动微法院”，岳阳中院第一
时间开通并运用该平台开展
跨域立案工作。

针对一审民商事、 行政
案件和强制执行案件， 当事
人或者诉讼代理人可以就近
选择岳阳两级法院诉讼服务
中心， 向有管辖权的异地法
院提出立案申请， 实现就近
立案。 跨域立案让当事人在
家门口的法院立案， 避免了
来回奔波， 为当事人节省了
时间，节约了成本。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李果 李艳

离“一脚油门踩到底”跨省越来越近了
全省1144套ETC门架吊装全部完成，门架系统下月联调联试

湖南省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又有新进展啦！
10月18日， 随着长湘高速北往南莲花到道林枢纽处
ETC门架横梁的成功安装， 湖南省取消高速公路省界
收费站1144套ETC门架吊装全部完成， 并将于2020
年1月1日起正式投入使用。届时，高速公路收费模式
将发生根本改变，车主通过省界时不用停车取卡，也可
以实现“一脚油门”跨省。

■记者 和婷婷

据介绍， 全国高速公路实
行全网一体化收费运行管理，
能有效打通省界之间“有形”的
瓶颈制约和通畅障碍， 提高综
合交通运输网络效率， 降低物
流成本， 增强广大群众出行的
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具体而言，应用ETC技术，
可以将车辆通过收费站的平均
时间由15至20秒缩短至3秒左
右，节约大量时间。

在节省通行费用方面，使
用ETC可享受不少于5%的车

辆通行费基本优惠。 自2020年
1月1日起，除国务院另有规定外，
各类通行费减免等优惠政策均依
托ETC系统实现。

同时， 可以更好地促进节能
减排。车辆实现不停车快捷通行，
可减少燃油消耗， 提升节能减排
效率，为建设生态环境做出贡献。
我省按日均150万辆通行量计算，
每日可节约燃油11.5万升， 减少
3.5吨污染物排放。

另外， 有利于降低高速公路
的运营、管理成本、人力资源成本。

据了解，ETC门架系统是
在高速公路沿线断面建设的，
具备通行费分段计费、 车牌图
像识别等功能， 是取消省界收
费站实现电子不停车收费的重
要设施。

当车辆通过时， 门架系统
拍摄并识别车辆车牌、 车牌颜
色，读取车载ETC信息，实现对
车辆行驶路径的精准记录，在
确保车辆快速通过的同时实现
精准计费。

随着ETC门架吊装施工的

完成， 全省各地已全面铺开ETC
门架系统设备安装工作。

根据《湖南省取消高速公路
省界收费站工程实施方案》安排，
湖南省需新建1144套ETC门架系
统，其中省界ETC门架96套、非省
界ETC门架1048套，在10月底前
完成门架系统软硬件建设，11月
开始进入联调联试阶段，2020年
1月1日起正式投入使用。

届时， 高速公路收费模式将
发生根本改变，由分省封闭式收费
转向全网分段自由流计费收费。

2个月完成1144套ETC门架吊装成绩

变化 分省收费转向全网分段自由流计费收费

便利 省时、省力、省钱还环保

链接

全省334个收费站完成ETC服务网点建设
记者获悉，截至10月16日，全国湘籍车ETC客户总量为

541.13万， 完成本年度656.76万发行任务的82.39%，ETC安装
率66%； 全省有334个收费站完成ETC服务网点建设工作，其
中320个收费站完成建设验收，27个ETC标准服务网点完成
选址， 其中12个处于现场勘查阶段，5个处于方案设计阶段，
10个已开工建设。

“湖南移动微法院”上线运行

跨地域立案无需两地跑啦!

长沙坡子街21日起
施工交通管制

解释

“移动微法院”
“移动微法院”， 是一款可以

让公众“打开微信打官司”的小程
序。原被告均不用到庭审现场，通
过移动微法院远程参与庭审。

在移动微法院主页，我要立
案、我的案件、多元化解等9个功
能模块呈九宫格排列，当事人使
用移动微法院参与诉讼过程中，
每个步骤都有提示、告知、提醒
或释明等，这种“一步一导引”的
智能化服务，便于当事人更好地
掌握和遵循诉讼规则。 此外，移
动微法院对部分常见的诉讼文
书预置了格式样本，上传相关诉
讼材料时，当事人既可以拍照上
传，也可以使用内置模板，填空
式输入后发送给法官。

10 月 18
日， 长湘高速
北往南莲花到
道 林 枢 纽 处
ETC 门 架 横
梁成功安装，
标志着湖南省
取消高速公路
省 界 收 费 站
1144套 ETC
门架吊装全部
完成。
记者和婷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