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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动态
、

交通部：进一步加强道路危货运输安全管理

4 月 15 日，交通运输部发出通知，要求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道路运输管

理机构及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加强危

险化学品道路运输和公路隧道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精神，牢牢坚守“发展绝不

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条“红线”，坚决防范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生产事

故。

通知要求，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督促企业依法依规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切实强化企业经理人、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岗位及其人员的工作职责，加

大安全生产经费投入和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完善并严格落实各项安全生产管理制

度，努力提高运输生产组织化水平，严禁对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及从业人员“包

而不管”、“以包代管”。

通知强调，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严格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从业人员考试与

证件发放管理制度，加快建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经理人从业资格制度。要加强与

公安交管部门的信息共享，建立黑名单制度，督促企业清除违法违章频次高、安

全意识薄弱的从业人员，特别是对一个记分周期内被公安交管部门扣满 12 分的驾

驶员，要吊销其从业资格证件，三年内不予重新核发。

通知明确，企业要严格从业人员的聘用管理，根据所运危险货物特性进行岗

前培训，考核合格方可上岗。要强化从业人员的培训教育，经常性地开展安全教

育培训及应急演练。要加强从业人员的动态管理，运输作业前要了解驾驶员身体

状况，检查安全防护措施和消防设备，监督从业人员随车携带《道路运输危险货

物安全卡》。要严格从业人员安全奖惩制度，将安全生产和违法违规情况作为收入

分配的重要依据。

通知要求，企业要定期检测、维护和保养车辆设备，不得擅自改装车辆。罐

式车辆的罐体必须持有质检部门认定的检测机构出具的出厂检验合格证书，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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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还应定期年检。不得擅自变更罐式车辆罐体产品公告时的充装介质，应保障

常压罐体卸料管根部球阀在运输时处于关闭状态。

通知明确，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切实加强企业安全生产的监督检查，监

督企业执行相关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对安全生产状况较差、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落实不到位、驾驶员违章多、安全隐患大的企业，要加大力度、重点监督。发现

问题的要立即督促企业限期整改，整改不合格的，原许可机关要注销相关车辆《道

路运输证》或吊销《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摘自：交通部网站，2014-4-16）

投资融资
、

广西：贵港至合浦高速公路获 69 亿元贷款支持

近日，由国家开发银行广西分行牵头，联合农行广西分行等 3 家金融机构与

广西北部湾投资集团签订广西贵港至合浦高速公路项目 69 亿元银团贷款合同。其

中，国开行广西分行、农行广西分行、邮储广西分行贷款份额分别为 43.75 亿元、

17.25 亿元、8 亿元。

贵港至合浦高速公路总投资 92 亿元，全长 143.4 公里，连接广西钦州、北海、

贵港 3 座城市，通过兴业至六景高速公路、平南至贵港高速公路接入广西高速公

路网，是贵州、湖南通往广西北部湾沿海港口的重要出海通道。该项目建成后，

将进一步完善广西高速公路网，增强西南出海大通道功能，促进西南地区对外开

放和经济发展。

据悉，近年来国开行广西分行将支持广西交通基础设施、打通物流通道作为

工作重点，融资推动北部湾城市群和桂中、桂北、桂东南城镇群之间互联互通及

城镇群内部高效畅通。今年一季度，该行已向高速公路、铁路、轨道交通等交通

领域发放贷款 45.24 亿元，承销债券 22 亿元。（摘自：交通部网站，2014-4-11）

运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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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杨传堂就加快全国高速公路 ETC 联网要求:形成合力 协同推进

日前，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杨传堂就本报报道《湖南高速公路 ETC 年

内全覆盖》（详见 2014 年 4 月 9 日 1 版）作出批示：在湖南省委、省政府的高度

重视、精心部署、强力推动下，湖南高速公路不停车收费联网工作进展迅速、年

内全覆盖。实施成熟的 ETC 对于提高效率、节能减排、集约管理、方便群众都具

有重大意义，关键在于尽快形成规模效益。各省市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牢牢把

握交通运输发展大势，在实施 ETC 上形成合力，协同推进，立下“军令状”，打

好“歼灭战”。

去年年底，京津冀晋鲁 ETC 系统已联网运行。今年 3 月，交通运输部正式下

发通知，启动了全国高速公路 ETC 联网工作，将立足路网建设和管理的长远发展，

分期分批、有步骤地推进全国 ETC 联网工程实施，力争到 2015 年年底基本实现

全国 ETC 联网，主线收费站 ETC 覆盖率达到 100%，全国 ETC 用户数量达到 2000

万。目前，各省份正加快推进全国联网各项工作。（摘自：交通部网站，2014-4-14）

交通部：2020 年实现公交一卡通全国联网

从交通运输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公共交通一卡通互联互通工作已

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预计 2016 年年底前全国大中型城市将初步实现一卡通的跨

市域、跨交通方式使用，2020 年基本实现全国范围内跨市域、跨省域互联互通。

据介绍，一卡通互联互通工作通过以点带面、先区域后全国、先验证后推广

的方式，先在全国选取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东三省等部分区域开展联网工

作，逐渐过渡到全国联网。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了关于做好《城市公共交通 IC

卡技术规范（试行）》验证工作的通知，试点验证工作已在江苏、广东、吉林 3

省及 37 个公交都市创建城市展开，修改完善后将向全国推广，并最终形成国家标

准。（摘自：交通部网站，2014-4-18）

河北：车辆超限超载率控在 2.5%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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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1 日，河北省召开全省治理公路车辆超限超载工作电视电话会，继续开

展“保安全、保畅通”治超攻坚行动，确保全省车辆超限超载率控制在 2.5%以下。

河北省各市县将推进联合执法，打击恶意超限超载、冲卡逃逸、非法改装等

严重违法行为。交通运输部门将配合公安部门，对蓄意干扰执法、恶意阻断交通、

暴力冲关抗法等问题突出地区和路段进行集中整治，重点打击有组织的“黑车托”

和“黑车队”。

今年，河北省将开展全面治理非法改装货运车辆专项行动，自 6 月 1 日起，

将查获的非法改装货运车辆恢复至出厂时状态，并严肃查处涉及的维修企业。交

通运输部门将严格规范货源单位装载行为，制止超限超载车辆出场上路行驶。此

外，河北省还将全面加快公路超限检测站建设，争取年内投入运行 150 个，并于

5 月 1 日起升级监控平台，对各超限检测站运行情况实行 24 小时不间断监督。（摘

自：新华日报， 2014-4-11）

建设项目

浙江：杭州钱江通道及接线工程正式开通试运营

16 日，浙江杭州钱江通道及接线工程正式开通试运营。据杭州市交通局介绍，

这一通道和接线工程的正式路名为 S9 苏绍高速公路，建造逾 4 年，全长 43.6 公

里，概算总投资 146 亿元。

该工程横贯浙江省及杭州的重要产业集聚区—大江东新城，分北接线、过江

隧道、南接线三段。目前开通试运营的路段长 33.4 公里，起点杭浦高速盐官西枢

纽，终点杭甬高速齐贤枢纽，为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设计时速 100 公里(其中隧

道段设计时速 80 公里)。该工程包括钱塘江下超大型高速公路过江隧道，全长 4.45

公里，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直径盾构法隧道之一。

据介绍，杭州钱江通道及接线工程建成通车后，能有效缓解沪杭甬高速公路，

大大缩短嘉兴与杭州、绍兴的时空距离。据测算，杭州萧山区至嘉兴地区平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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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短里程 25 公里，减少行车时间约 15 分钟；绍兴地区至嘉兴地区平均可缩短里

程 19 公里，减少行车时间约 11 分钟。小汽车全程通行钱江通道及南北接线收费

45 元，收费站均设置不停车(ETC)收费车道，可实现不停车收费过江和上下高速

公路。（摘自：中国高速网， 2014-4-17）

贵州：今年计划通车 15 个高速公路项目

从贵州省交通运输厅获悉，今年一季度贵州省高速公路建设累计完成投资

202.5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6.3%。

今年是贵州省“高速公路建设三年会战”的第二年，截至今年 3 月底，全省

在建高速公路项目 33 个，里程共 2669 公里，其中包括涉及我市的贵阳至瓮安、

贵阳至黔西、东北绕城高速尖坡至小碧段等 8 个项目。今年计划通车项目 15 个（其

中 7 个项目为部分路段通车），里程共 721 公里，包括厦蓉高速清镇至织金段、织

金至纳雍段，三穗至黎平高速，凯里至羊甲高速，瓮安至马场坪高速等。今年底，

全省高速通车里程将达到 4002 公里，通高速公路的县(市、区)将新增 11 个，总

数达到 79 个。去年，贵州省高速公路建设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700.6 亿元。今

年，高速计划完成投资 930 亿元。（摘自：中国高速网， 2014-4-17）

山西：榆佳高速公路与太佳高速公路将全线贯通通车

从榆佳高速集团公司获悉，太佳高速将于 5 月份全线贯通通车。榆佳高速公

路与太佳高速公路衔接成功，从榆林出发到太原、石家庄等东部重镇，走榆佳高

速、太佳高速比榆绥高速、青银高速缩短一百多公里，时间节约了一个多小时。

缓和青银高速拥堵，同时节约时间、节约燃油、路程缩短，对于榆林经济发展意

义特别重大。

据悉，太佳高速公路是山西省高速公路网规划中“人字骨架、九横九环”第

四横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省西接陕甘宁、东承环渤海经济带的交通大通道。

太佳高速公路改变了原有山西省东西向的高速通道存在煤炭运输车辆集中，拥堵

频繁的情况，太佳线将使东西向运力增加，缓解煤运车辆压力。是榆林与太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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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最便捷的高速通道，将有利于加快带动陕北交通跨越式发展，有助于省际高速

出口通道的尽快形成，对于完善陕西省、榆林市高速公路网，发挥高速公路的规

模效应，构建高效、便捷的综合运输网络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摘自：中国公路

网， 2014-4-18）

吉林：12 条高速全面开复工

今年，吉林省共安排高速公路建设项目 12 个，其中，续建项目 9 个，新开工

项目 3 个，4 月起全面铺开建设。

新开工项目包括集双高速公路集安至通化段、嫩丹高速公路坦途（黑吉界）

至镇赉段、辉南至白山高速公路。吉林省交通运输厅领导分工负责，深入一线，

跟踪项目进程，帮助协调解决存在的问题，并充分发挥督察部门作用，对所有高

速公路建设项目进行督察，实行重点工作目标责任制，将目标责任层层分解，加

强考核，严格奖惩，确保完成全年高速公路建设任务。（摘自：交通部网站，

2014-4-17）

（本期编辑：杨阳 校核：聂易彬 审核：贺竹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