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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瑞超

四个待取消收费站
位于枣庄日照临沂

11月28日，临沂市郯城县红
花乡的京沪高速公路鲁苏省界
收费站内，过往车辆川流不息，
记者看到该收费站正在进行龙
门架安装，收费站工作人员表
示，还有大约一个月的时间这
个收费站就要取消了。

“按照上级要求，12月20
日前施工完毕。”齐鲁交通发
展集团临沂分公司一位工作
人员说，目前服务规范正在紧
锣密鼓制定中。

同样在临沂市，位于临沭
县的长深高速鲁苏收费站龙
门架安装已基本完毕，齐鲁交
通发展集团青临分公司一位
工作人员表示，龙门架安装完
毕后。将进行识别设备安装，

“12月25日前换完，到时候IC
卡将换成CPC卡（高速复合通
行卡），12月15日至25日期间
两卡可并行使用。”

记者获悉，山东作为首批
试点省份，年底取消鲁苏界共
四个收费站。分别是：位于枣
庄市的京台高速鲁苏收费站、
日照市的沈海高速鲁苏收费
站、临沂市郯城县的京沪高速

鲁苏收费站和临沭县的长深
高速鲁苏收费站。其中山东高
速集团管辖1个，齐鲁交通发
展集团管辖3个。

业内人士表示，取消高速
公路省界收费站将会大幅提
升通行效率，减少不必要的环
节。国务院5月16日召开常务
会议，对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
物流成本做出部署，明确提出
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9
月4日，交通运输部办公厅下
发《关于开展取消高速公路省
界收费站试点工作的通知》

（交办公路函[2018]1396号），
正式将山东、江苏作为全国取
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工作
的试点省份，明确要求在今年
底前取消鲁苏省份之间所有

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

节省通勤时间
提升高速管理体系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
吴春耕曾表示：取消高速公路
省界收费站，在一定程度上，
是对高速公路收费管理体制
机制的重构，特别是在跨省服
务协调机制等方面，都需要按
照新的要求进行调整或强化。

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副局
长孙永红称，我国的收费管理
体制和我们整个建设体制一
样，一直是实行以省为主的管
理体制。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
费站就会打破原来以省为单
位的收费体制。看似简单，实

际上涉及技术攻关、设施建
设、运营管理机制和制度的修
订和重构，工作量非常大。

关于取消省界高速收费
站，山东省交通规划设计院相
关专家表示，取消省界收费站
对于方便驾乘人员出行、节省
驾乘时间、提升驾乘人员安全
等方面意义重大，这项工作如
果成功推广，是对高速公路管
理体系的一次极大提升。

“这是个好事，但是取消
省界收费站如果全国推广的
话，需要对高速公路管理体系
进行详细梳理，牵扯到高速公
路收费站的拆除、路面改造，
管理方式调整、收费拆账的升
级改造等多个方面，均需很好
地统筹协调。”专家表示。

收收费费站站取取消消

并并不不是是取取消消收收费费

取消省界收费站，通行费
怎么算，会减少吗？对此，不少
司机提出了疑问。

齐鲁交通发展集团相关工
作人员表示，取消省界收费站
是拆除收费站，并非取消相关
通行费，取消后将设置虚拟收
费站，以自动识别进站车辆信
息和通行路径，实现出站口收
费站统一收费。届时，通过智能
化方式提升通行效率，车辆可
以正常速度通行省界。

对目前使用的IC卡或ETC
卡有何影响？业内人士称，取消
鲁苏界收费站后IC卡将换成可
写入车辆路径的CPC卡，设置自
动识别系统，该卡在高速公路出
口处可显示车辆的精准路径，为
山东、江苏两省的通行费清分、
划拨提供重要依据。ETC卡照常
使用，在途经两省交界处的龙门
架时会自动扣款。

据了解，作为首批试点省
份，山东通过多次工程对接会，
已在收费政策、收费标准和模式
及运营管理和技术实施等方面
与江苏省达成共识，为全国推广
开展工作探索路径、积累经验。

四四座座省省界界收收费费站站安安跨跨省省识识别别设设备备
下月拆除，实现出站口统一收费

近日，山东、江苏将取消
省界高速公路收费的消息备
受关注，据悉两省已就收费政
策、收费标准等达成共识，确
保年底前落实。作为全国取消
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工作的
试点省份，记者了解到，共涉
及四个山东省管辖的鲁苏省
界收费站，目前正在安装施
工。

接接了了个个电电话话，，车车辆辆失失控控致致一一死死一一伤伤
民警实验亲测：时速60公里，看一眼手机刹车距离多出8 . 5米

葛热点解疑

长深高速

鲁苏省界收费站

龙门架已基本安

装完毕。 通讯员

郑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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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电话的瞬间
车辆撞向了护栏

10月29日晚上7点，单某驾
驶着一辆灰色小型轿车由南向
北在章丘区秀水大街上行驶。7
点3分，单某行驶到了铁路桥的
东侧，此时，人行辅道有两名行
人。突然，单某的电话响了，3人
谁也没有想到伴随这个电话而
来的是一场严重的交通事故。
几乎是在接电话的瞬间，单某
听到了“嘭”的一声巨响，车辆
撞向了隔离护栏，在撞断3节护
栏后又冲向了辅道。

被撞倒地受伤的两名行人
李某和潘某明躺在地上，身后
道路上留有一大片血迹，散落
着严重变形的护栏和车辆外壳

碎片。最终，这场因为驾驶人接
打电话造成的事故，导致两名
行人一人抢救无效死亡，一人
重伤。

开车打电话不仅会分散驾
驶人的注意力从而降低反应速
度，而且会对驾驶人的视距产
生影响。有实验证明，开车使用
手机发生事故的几率是正常驾
驶的5倍还多。开车使用手机等
分心行为对驾驶到底会产生什
么影响呢？

两组实验
刹车超出安全距离

28日，济南历城交警设计
了一个实验来进行验证。民警
每隔30米放置一个锥形桶，在
120米的测试路段上共放置了4
个反光锥桶。实验开始，民警以
时速30公里和时速60公里的速
度，分别在正常驾驶条件下和

边看手机边驾驶的情况下，进
行两组刹车距离测量实验。

在第一组实验中，民警时
速30公里行驶，在不看手机的
状态下，到达测试点后立即刹
车，刹车距离为12 . 5米，而在
低头看手机的情况下（时长约
为1到2秒）在测试点位置刹车，
刹车距离为16 . 5米，比正常驾
驶情况下做出的反应整整多了
4米距离。

在第二组实验中，驾驶人
以时速60公里行驶，不看手机
的状态下，到达测试点后立即
刹车，刹车距离为25米，而在低
头看手机的情况下在测试点位
置刹车，刹车距离为33 . 5米，
比正常驾驶情况下做出的反应
多了8 . 5米距离。

更可怕的是，33 . 5米的刹
车距离超出了以30米为单位的
测试间隔，这意味着，车辆不但
没有在安全距离内停住，还把

锥形桶撞出了3 . 5米。如果这
个模拟实验发生在现实中，相
当于已经将车辆前方的行人撞
飞。

7分钟12名驾驶人
开车玩手机

参与实验的驾驶人徐化平
是历城交警大队一名有着14年
驾龄的民警。他告诉记者，“实
验中我是在‘知情’的情况下采
取的紧急制动，测试结果还如
此惊人，而在实际驾驶中，驾驶
人面临的往往是突发情况，后
果更不堪设想。”

“开车时玩手机，实际上比
酒驾还要危险得多。测试结果
显示，开车时使用手机比酒后
驾车的危险系数高出5倍多。不
管司机是在等红灯、堵车，还是
在开车，不管是打电话，还是玩
手机，都属于‘以手持方式使用

手机’，都是违法行为。”历城交
警大队宣传科负责人孙嘉介绍
说。

11月28日上午，历城交警
大队指挥中心民警正在操作监
控探头，通过视频巡检对分心
驾驶违法行为进行抓拍。记者
粗略统计，从9点33分到9点40
分7分钟的时间里，途经该路口
的27辆车中有12辆车的驾驶人
存在开车玩手机的行为，其中
11人为手触操作屏幕，一人为
接打电话。

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的
一份专题报告显示，2012年1月
1日至2017年6月30日，全国各
级人民法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 纠 纷 一 审 审 结 案 件 量 为
449 . 1万余件，排名前三的事
故 诱 因 是 无 证 驾 驶（ 占 到
2 6 . 8 6 %）、酒后驾驶（占到
1 8 . 1%）、开车玩手机（占到
10 . 56%）。

车辆行驶中突然来了电话，驾驶人随手接起了电话，车辆瞬间失控撞向了人行道。这是10月底发生在济南章丘区的一
起交通事故。接电话的小动作却引起了严重的后果，导致一人死亡、一人重伤。民警提醒，开车玩手机、抽烟、饮食这这些分心
驾驶行为，看似微小的细节里却隐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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