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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政府“买单”通行费
高速路百姓免费跑
■杭州日报记者 郑超
本报记者 陈抒怡

8月 11日，台风过后，

杭州放晴。 杭州人莫慧忠
驾车经杭州紫金港互通前
往余杭老家。 在径山下高
速过ETC的时候， 他特意
瞥了一眼显示屏，“0元！果
然是免费了。”8月9日，继
沪杭高速杭州—余杭段
浙A小客车实现免费通行
两年后，杭州余杭区政府
宣布：2019年8月10日至
2020年8月9日，杭徽和杭
长高速公路余杭段加入免
费通行行列。

“买单”破解融入主城难题
自 2001年撤市设区以来， 作为杭州三大副城之

一， 余杭区一直缺少与主城区连接的城市快速路。随
着同城化、一体化进程飞速发展，余杭区社会各界对
快速连接杭州主城提出过多种想法和思路，其中包括
回购沪杭余杭段改为城市快速路，或者沿着沪杭高速
建设城市快速路等。余杭区交通运输局局长朱红耀透
露，由于多种因素制约，这些想法一直没有进入实际
操作层面，直到政府“购买”通行费的想法被提出。

2017年 9月 28日， 余杭第一个在浙江全省范围
内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实现了沪杭高速余杭至德
胜、彭埠段，装有 ETC 的浙 A 牌照小客车免费通行。

截至今年 6月，余杭、德胜、彭埠 3个收费站共计优惠
车次 993.24万次，共为市民减免通行费约 9640万元。

如今，这一模式被复制到余杭区境内另外两条重
要高速通道。朱红耀说，未来这一年，余杭区政府将为
民众及企业“买单”通行费 1.1亿元左右。根据往年平
均车流估算，此次杭徽、杭长两条高速杭州至余杭段免
费通行后，加上之前的沪杭高速杭州至余杭段，余杭区
政府每年大概需要为此项优惠政策支出 1.6亿元。

打造融入长三角“桥头堡”

每年花费 1.6亿元到底值不值？

“政府财政是‘来之于民’的，这一举措又将财政
‘用之于民’。”朱红耀说，三条高速余杭段免费通行带
来的诸多有利之处，不可以简单地用数字来衡量。

“最重要的是老百姓的出行会更加方便，有利民
生。免费通行还有利于缓解城区路段的拥堵问题，也有
利于余杭构建更加优质的营商环境。” 朱红耀认为，三
条高速路免费通行还将串联起城西科创大走廊， 发挥
未来科技城、青山湖科技城集聚效应，促进大径山旅游
开发，推动余杭西部四镇乡村旅游、民宿经济发展，加
速余杭实现“城西腾飞”“西部富美”的规划定位。

除了改善民生、融入杭州主城区之外，余杭区此
举背后还有更多的深意。8月 3日，余杭区委召开十四
届八次全体（扩大）会议，提出了“全力打造杭州接轨
大上海融入长三角桥头堡”的目标。

“长三角的一体化首先是都市圈的同城化，余杭要
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 第一位的是要进一步融入杭
州主城发展。”朱红耀说，推进交通设施实现更高水平
的互联互通， 首先需要依靠杭州这个大平台来提升余
杭在杭州都市经济圈、长三角区域内的地位和影响力。

“政府买单”值得推广吗？

高速免费并非余杭独有的尝试。就在离余杭不远
的浙江湖州，有一段高速也实现了本地居民免费通行。

今年 6月 1日起，湖州市政府宣布，往返湖州与
南浔镇、织里镇等地的浙 E牌照 7座（含 7座）以下小
客车，安装 ETC可在规定高速路段免费通行。湖州市
交通运输局公路处负责人告诉记者，此举也将不断加
强湖州中心城区与织里镇区、 南浔城区融合联系，实
现中心城区的能级提升，促进产业、资金、人才等要素
向中心城市聚集， 对促进湖州滨湖区域一体化发展、

打造枢纽门户城市具有重要意义。

除了浙江地区，高速费用“政府买单”这两年在全
国各地也多有尝试。2017年 7月 1日起， 武汉市境内
京港澳高速公路蔡甸站至汉蔡高速公路琴台站区间
路段，7座以下（含 7座）小型客车实现免费通行两年；

2019年 1月 6日年起，河南新郑市至郑州高速也实现
了两年区域免费通行；2017年 12月，湖北省恩施州利
川市为吸引重庆等周边地区的游客，宣布利万高速公
路湖北段实行单边免费通行……

用财政为通行费买单，本质上就是不算小账算大
账。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比起“门票经济”思维站位更
高、着眼更远。从长期来看，地方政府的收益要远远超
出高速公路支出费用， 这是一项长远的民生工程，对
区域一体化发展，带动沿线区域尤其是边远山区经济
发展作用非常明显，值得各地尝试推广。

拆除行政藩篱，把更多的门打开，把更多的路打通，成本少了，商机和信心就多了

长三角省界收费站取消进行时
■本报记者 孔令君

段时间，记者随货车司机徐玉贵的 40

吨载重大货车，凌晨 3点从上海青浦区出
发， 过沿江高速公路沪苏省界收费站，从
苏通大桥跨长江， 向北一路穿越江苏，再
过苏鲁省界，历时约 11个小时，送货到青
岛。

这一路， 要经过去年 12月底就取消
的苏鲁省界主线收费站，以及桥头桥尾已
被拆除了收费站的苏通大桥。 车出上海，

跨大桥、过省界，高速公路上不必“刹一
脚”，直接到青岛下高速，才缴通行费。

“80 后”徐玉贵是安徽合肥人，开了
16年货车跑长途， 几乎跑遍全国各地。他
平日不太看新闻，经记者提醒，才真正意
识到一批省界收费站已经取消了：“怪不
得，这段时间开车顺畅多了。”

不少人都经历过， 尤其在节假日，收
费站前车流如龙，“壮观” 得让人没脾气。

在新旧动能转换、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关键
时间，哪怕只是让老司机们“一脚油门”快
上十几秒、几十秒，也能使经济要素加速
流转———从某个角度看，这也是拆除行政
藩篱的过程，把更多的门打开，把更多的
路打通，成本少了，商机和信心就多了。

尤其在更高质量推进一体化的长三
角地区， 在率先取消省界收费站之外，正
打通更多有形或者无形的“关卡”。

取消收费站好消息频传

徐玉贵心直口快：“取消省界收费站，

又不是取消收费。”

确实， 这个误解必须反复被澄清。取
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只是通过技术手
段实现车辆跨省行驶时不停车快捷交费，

是收费方式的改变，并不是取消高速公路
通行费收费。跨省行驶车辆仍应按照有关
规定和标准，依法交纳车辆通行费。

以前比较恼人的， 就是每过省界或
“节点”，总要停车。比如出上海，要停车缴
纳上海高速公路段的通行费；有时候开上
一小段之后，又要停车，拿江苏或者浙江
的通行卡； 出了苏浙， 又得缴费拿卡。以
前，即便在江苏省内，过江阴大桥、苏通大
桥等跨长江大桥，也得在桥头桥尾两次停
车。最怕周末、小长假或黄金周，不少收费
站本就大排长龙，奈何还得在省界和大桥
上多排一两次队……

所幸，这些“堵点”明年就可能被打
通。 国务院明确 2019年底基本取消全国
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大多数省份已经制
定了具体实施方案。 不妨先看看长三
角———

江苏去年底就率先取消了高速公路
苏鲁省界主线收费站，同步取消了包括江
阴大桥、苏通大桥在内的 5座省内跨江大
桥主线收费站。江苏省交通运输厅主要领
导表示，最快今年 11月底，江苏就将取消
余下的全部 17个省界高速公路主线收费
站，有望成为全国首个高速公路“无障碍
出省”的省份。

浙江有计划。今年 12月底前，将拆除

浙沪、浙赣、浙皖、浙闽省界总共 15 个高
速公路省界收费站正线范围内收费设施，

具备新旧系统切换的条件，并将实现称重
检测数据与收费车道系统联动。

上海交通委的消息， 预计今年底，取
消上海与江苏、浙江的 9处高速公路省界
收费站，实现不停车快捷收费。

这段时间，浙皖省界上、位于杭州市
临安区的昱岭关收费站正拆除，这是浙江
省第一个进行主线物理拆除的收费站。收
费站负责人李锡芬介绍，一般客车通过收
费站的时间是 6秒，货车通过的时间是 13

秒，拆除之后不停车收费，车辆可以“秒
过”。

沪苏浙皖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早已
达成一致意见。 根据交通运输部部署，今
年将同时实现京津冀和长三角两大片区
取消省界收费站。接下来几个月，关于省
界收费站的好消息，肯定越来越密集。

“没有感觉”的获得感

目前，长三角已真正取消省界收费站
的地方还不多。 记者只能随徐玉贵的货
车，由江苏连云港到山东日照，过苏鲁省
界收费站。 如今这里的收费站只剩一个
“形式”，挡杆与收费岗亭都没了，徐师傅
一脚油门，几乎没有减速，过了省界。

“其实也没什么感觉。”徐玉贵评价。

他每个月平均开车跑两万多公里，对各地
的高速公路都熟悉。记者随他运货，在尚
未被取消的省界收费站， 他都是刷 ETC

卡，但也不过是几秒钟的事。

不过，那日凌晨 3点多，记者随他过沪
苏省界收费站时， 在上海嘉定区朱桥收费
站前缓慢行驶了约三公里。 半夜怎么还堵
车排队？徐玉贵见怪不怪：晚上收费站上班
的人少，只开一两个入口通道，慢很正常。

“最好还是都取消了吧。”他感慨。他心底明
白，沪苏、沪浙、苏浙省界的一批高速公路
收费站，要比苏鲁省界忙碌得很多。

虽然“没感觉”，但绝大多数货车司机
公认，收费站少了肯定是好事。

“大卡汇”公司的徐国存听说记者来
采访省界收费站的事，赶紧把公司里的几
位货车司机都叫到办公室来。 这位 1979

年当兵时就开始开车，退伍后开货车至今
的老司机， 掏出记号笔在玻璃墙上写下
“好处”：第一当然是快了，方便了，效率
高；第二是少排队少踩刹车，自然省油节
能环保……几个老司机讨论半天，似乎也
讲不出第三点了。

不过他们聊起，以前他们最怕放假过
节， 苏浙进出上海的一些高速公路收费
口，还有苏通大桥等过江通道，经常排长
队。一些刚跑长途的司机，难免要跟收费
员抱怨几句：“慢速公路怎么收高速费
呢？”几乎每个被采访的货车司机，都有在
省界收费站长时间拥堵滞留的经历。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厅长陆永泉曾估
算过：以前，货车、客车、ETC 车道平均通
过时间分别为 50秒、20秒、7秒， 江苏省
率先取消一批收费站后， 时速 80公里以

内单车通过时间为 2秒。

从目前江苏试点的情况来看，取消省界
和跨江大桥主线收费站，使得车流分布更加
均匀，省界和跨江大桥主线收费站的通行瓶
颈疏通了不少。 以 G3京台高速苏鲁省界收
费站为例，2018年元旦日均流量 9100辆，高
峰时段拥堵近 4小时。 取消收费站后，2019

年元旦假期日均流量达到 1.1万辆， 却没有
拥堵。

大多数人未必知道，取消省界收费站能
减少多少汽车尾气。有专家比较过，过去车
辆过收费站，要提前刹车减速，过了收费站
约 1公里才能恢复正常速度，若全程快速通
过，如此几分钟内，车辆的综合油耗与有害
气体都减少约 60%。 繁忙的高速路网上，每
辆车节能环保一点点，总量不能小觑。同样，

大量纸张油墨将被节约下来。据统计，仅取
消苏鲁省界收费站后的缴费环节，每年约可
节约 700万张通行票据。

打破行政藩篱、优化营商环境，不少“大
突破”都是点滴努力中积累出来的。货车司
机刘明告诉记者， 未来取消省界收费站后，

拥堵的可能性少了，心情舒畅精神好。他估
计，从新疆到上海开长途货车的时间，至少
能节省两三个小时，“可以在休息区多打个
盹。”刘明笑着说。

也许，“没有感觉”也将成为司机们的获
得感之一。今年 6 月 1 日起，苏嘉杭高速公
路开始支持“无感支付”通行，这是国内首创
的路桥虚拟卡通行系统。未来，让人“没有感
觉” 的不仅是将被基本取消的省界收费站，

随着车辆精准定位等技术的进步，高速公路
的入口和出口，也能实现不停车、不拿卡“秒
过”。

简单而又不简单的进步

既然这么好，技术也够了，为何不早点
取消省界高速公路收费站？ 在不少人看来，

这似乎是个很简单的事。其实不然。

一位业内“老法师”告诉记者，取消省界
收费站并不是一拆了之， 背后涉及收费政
策、技术和运营管理、系统升级和改造等；

顶层设计与省际协调之外， 还要考虑方方
面面。

比如说，国内一些省份对货车以车型计
费，而大多数省份以车辆载重计费，车辆“秒
过”之后，账怎么算，怎么分？还比如说，无论
从乌鲁木齐到上海， 还是从阜阳到温州，高
速公路上有多种路径可选，并导致通行费不
同，如何记录长途车辆的精准路径？还有，以
前高速公路分省份收费， 数额不会太大，如
今一脚油门能行千万里， 通行费成了 “巨
款”，免不了有人要动“歪脑筋”，如何发现并
堵住其中漏洞？解决这些问题，都需要时间
与智慧。

我国高速公路经历了 20 多年的发展。

起初按照路段收费，每个路段、每个项目各
自设收费站；后来实现省内联网、取消省内
收费站；到 2015年，实现全国高速公路 ETC

联网；到今年年底前，基本取消全国高速公
路省界收费站。一步一步，顺势而为。回头看
其中变化，体现的是全方位的进步———

徐玉贵总会怀念他刚入行的 2003 年。

那时候的货车司机，对农村男孩来说，还是
个很不错的职业。车子少，物流行业竞争不
充分，运费不透明，都是货车司机“按心情”

开价。每逢过年，总有货主们上门给徐玉贵
拜年，预订他的“档期”，生怕到时候没人给
他们拉货。同村人每月工资不过数百上千元
时，徐玉贵一年能挣七八万元。谈对象的时
候，他很受女孩子们的欢迎。

他怀念那个时候， 却也痛恨那个时候。

徐玉贵和比他“车龄”更长的货车司机，都担
惊受怕过。很多年前，他们从来不敢在公路
服务区睡觉，一不当心，哪怕是走开几分钟
上个厕所，大油箱的油就被偷光。有人为此
在车上养狼狗， 两夫妻夜里轮流守着货车
“站岗”。这还算好的，他们更怕“拦路贼”，在
没有 ETC卡， 更没有手机移动支付的年代，

跑长途的货车司机身上一般都备着几万块
钱路费、油费，难免遭犯罪分子“惦记”。徐玉
贵、徐国存、刘明等老司机，几乎个个都被抢
过。他们都有在车上藏钱的“绝活”，即便如
此，也还得留一点在身上当作“买路钱”。如
今好了。徐玉贵敢在服务区呼呼大睡，开车
只要带上 ETC卡和手机就好。

以前有些老司机总要超载才能挣钱，看
到省界收费站和检查站，“脚都吓得发抖”，

他们怕交警和路政部门检查。 如今也好了，

司机们觉得实在没必要，货多车也多，运力
充足，没必要冒着安全风险超载。

以前高速公路不多，总有人为了省通行
费绕路走小路，国道、省道、县道上，大货车
轰隆隆地飞驰着赶时间。就在长三角跑跑，一
趟也能省下数百元。如今这种情况也少了，货
车司机大多数老老实实走高速。 一方面相比
小路，高速公路不太堵车，能保证时效；另一
方面，司机们也不敢“乱跑”，得益于互联网技
术，货主与司机线上就能“匹配”，比如徐玉贵
手机里装有名为“天地汇”的物流软件，货物
怎么走，运到哪里，货主随时可定位。

他们都感慨进步飞速， 可也还有怨言。

他们不约而同聊起南方一些地方， 曾几何
时，因为是不同公司、不同地方出钱修的路，

几公里就设一个收费站，一截一截地停车排
队收费，烦不胜烦。他们还说起，高速公路省
界收费站毕竟还是少数，除高速公路之外更
多的公路上，在乡镇与乡镇、县与县、市与市
之间，是否还有一些没有必要存在的“关卡”

需要取消？

在通行效率之外，老司机们还关心费用
问题。这段时间以来，长三角各地都在大力
推进 ETC的安装和使用，不少省界收费站的
取消工作与各出入口的 ETC车道、门架建设
同步进行。此前，不同的省份对司机持 ETC

缴纳通行费的优惠政策不一致，在当地办理
ETC 在其他省份的高速公路上无法享受通
行费优惠。从 7 月 1 日起，各地将陆续落实
对 ETC 用户不少于 5%的车辆通行费基本
优惠政策，并实现对通行本区域的 ETC车辆
无差别基本优惠。

有时候徐玉贵虽然常抱怨“干活苦”，可
细细算下来，刨去成本，一年到手二三十万
元，能养一家老小。他不抢时间，也不冒险，

他反复说，开车最重要的是平安。

用财政为通
行费买单，本质上
就是不算小账算
大账。 从长期来
看，地方政府的收
益要远远超出高
速公路支出费用，

这是一项长远的
民生工程，对区域
一体化发展，带动
沿线区域尤其是
边远山区经济发
展作用非常明显

前

江苏南通一处高速公路收费站的 ETC通道。 视觉中国供图

“小天鹅”就是我们的命根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