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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观点

本报记者 王伟

从今年元旦起从今年元旦起，，在高在高

速公路上速公路上，，货车开始实行货车开始实行

按轴收费按轴收费。。收费新政实施收费新政实施

的的第一天第一天，，就出现了收费就出现了收费

站拥堵站拥堵、“、“1616 万天价过路万天价过路

费费””等等一系列一系列““奇闻奇闻”。”。不不

仅仅是货车仅仅是货车，，由于取消全由于取消全

国高速省界收费站国高速省界收费站，，实行实行

新的收费方式新的收费方式，，车辆按照车辆按照

实际里程和费率标准准确实际里程和费率标准准确

分段收费分段收费，，大小客大小客车也遇车也遇

到了很多到了很多““奇葩事奇葩事”。”。

如果相关机构发布这如果相关机构发布这

段 时 间 的 热 词段 时 间 的 热 词 ，， 那那

““ETCETC”” 一 定 能 够 排 上一 定 能 够 排 上

号号。。连连《《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客户客户

端也对端也对ETCETC提出了三个问提出了三个问

题题““为什么部分收费站更为什么部分收费站更

加拥堵加拥堵”“”“为什么部分私为什么部分私

家车发现高速收费比以前家车发现高速收费比以前

高高””和和““为什么很多货车为什么很多货车

司机觉得高速公路收费比司机觉得高速公路收费比

以前高以前高”。”。从交通运输部从交通运输部

的回应来看的回应来看，，还没有从根还没有从根

本上解决问题本上解决问题，，多是从多是从

““理论上来说理论上来说”。”。

ETCETC在在20192019年可以说年可以说

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事物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事物。。

从银行刮起的从银行刮起的ETCETC销售潮销售潮

开始到居委里弄都开始推开始到居委里弄都开始推

销销ETCETC，，这股销售热潮持这股销售热潮持

续了大约半年时间续了大约半年时间。。如果如果

说说，，没有去年年底的一系没有去年年底的一系

列列““神操作神操作”，”，ETCETC 在很在很

多人眼里还偏向是一个较多人眼里还偏向是一个较

好的好的““出行方式出行方式”。”。记者记者

的的 ETCETC 焦虑是从焦虑是从 ETCETC 服服

务电话打不通开始的务电话打不通开始的。。为为

了咨询储值卡换记账卡问了咨询储值卡换记账卡问

题题，，从去年从去年 1111 月份开始月份开始，，

就始终没有打通过咨询电就始终没有打通过咨询电

话话。。到网上查询后发现到网上查询后发现，，

一些本地媒体也发布了某一些本地媒体也发布了某

些银行可以更换记账卡的些银行可以更换记账卡的

不实的消息不实的消息，，害得消费者害得消费者

来回奔波来回奔波，，但最终还是到但最终还是到

了了ETCETC服务网点才能完成服务网点才能完成

换卡换卡。。

元旦前后元旦前后，，原本好好原本好好

的的ETCETC开始开始““病病””了了，，让让

你看不清你看不清““道道”。”。驾驶到驾驶到

看似通畅的车道前常常会看似通畅的车道前常常会

心里打鼓心里打鼓，，因为你不知道因为你不知道

这车该不该走这个道这车该不该走这个道。。一一

些车道挤成锅些车道挤成锅，，另一些车另一些车

道十分通畅道十分通畅，，你不知道是你不知道是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冷不防前面会冷不防前面会

有隔离墩拦在前面有隔离墩拦在前面。。有时有时

出口处的收费员会待在旁出口处的收费员会待在旁

边或者有旁边车道的收费边或者有旁边车道的收费

员开窗招手示意员开窗招手示意，，不知是不知是

让停车还是让通过让停车还是让通过，，让人让人

一头雾水一头雾水。。采访当值收费采访当值收费

员员，，其回答也各不相同其回答也各不相同，，

有的说有的说：“：“有有 ETCETC 的车辆的车辆

只管走只管走，，我们我们‘‘后台后台’’会会

进行处理的进行处理的，，车主放心好车主放心好

了了。”。”还有的说还有的说：“：“ETCETC系系

统现在都在联网中统现在都在联网中，，我们我们

也不清楚到什么时候会结也不清楚到什么时候会结

束束，，应该应该‘‘后台后台’’会处理会处理

的的。”。”

记者从元旦节开始记者从元旦节开始，，

好几次开车上了高速好几次开车上了高速，，至至

今尚未收到任何消费信息今尚未收到任何消费信息

和扣款信息和扣款信息，，也未在收费也未在收费

口显示屏上看到通行费口显示屏上看到通行费。。

手机端的程序不能查询到手机端的程序不能查询到

消费记录消费记录，，在上海公共交在上海公共交

通 官 网 的通 官 网 的 ““ 自 助 服 务自 助 服 务 ””

上上，，能够查到一笔能够查到一笔 11 月月 22

日通行费日通行费，，1010元的通行费元的通行费

由于优惠由于优惠，，实际应付实际应付 99 元元

55 角角，，现在网上显示变成现在网上显示变成

了了 1010..6262 元元，，而这之前和而这之前和

之后的多次记录都不能查之后的多次记录都不能查

询到询到。。至于消费发票至于消费发票，，记记

者只能耐心等待了者只能耐心等待了。。从网从网

上和周边的车主反映来上和周边的车主反映来

看看，，基本上显示已收费的基本上显示已收费的

都是价格上调都是价格上调，，极少听到极少听到

有降价的信息有降价的信息。。细思极细思极

恐恐，，全国该是怎样的一笔全国该是怎样的一笔

““糊涂账糊涂账”？”？联想到交通部联想到交通部

近期的表态近期的表态：“：“对确认多对确认多

收费的收费的，，足额及时退还车足额及时退还车

主主。”。”看来看来，，多收费应该多收费应该

是大概率事件是大概率事件。。问题是究问题是究

竟多收了多少竟多收了多少？？按现行准按现行准

确收费方式确收费方式，，是否应该比是否应该比

以前的优惠价高以前的优惠价高，，还是不还是不

该超过以前的价格该超过以前的价格？？交通交通

部并没有明确表态部并没有明确表态。。

记者总结各处说法和记者总结各处说法和

网上支招网上支招，，结合个人体结合个人体

验验，，为即将在春节期间走为即将在春节期间走

高速公路的朋友支支招高速公路的朋友支支招：：

一是对于可享受免费一是对于可享受免费

通行的车辆通行的车辆，，春节期间尽春节期间尽

量避免在收费与免费交叉量避免在收费与免费交叉

的时段进出高速公路的时段进出高速公路，，这这

样就避免了到底收不收费样就避免了到底收不收费

的问题的问题。。

二 是 对 于 心 宽 的 朋二 是 对 于 心 宽 的 朋

友友，，反正有反正有““后台后台””管管

着着，，就大胆地从就大胆地从ETCETC车道车道

进去进去，，与前车保持与前车保持1010米左米左

右车距右车距，，不管显示屏显示不管显示屏显示

如何如何，，以听到以听到““嘟嘟””一声为一声为

准准。。然后出高速公路快到然后出高速公路快到

收费口时收费口时，，观察一下道口观察一下道口

情况情况，，极有可能发现前面极有可能发现前面

有两级分化现象有两级分化现象，，就是很就是很

堵的车道基本上是人工或堵的车道基本上是人工或

者人工和者人工和 ETCETC 混合车道混合车道，，

空闲的基本是空闲的基本是ETCETC专用车专用车

道道，，直接从专用车道下直接从专用车道下，，同同

样不管显示屏显示如何样不管显示屏显示如何，，

以听到以听到““嘟嘟””一一声为准声为准，，驶驶

离高速公路离高速公路。。账单什么的账单什么的

都不用纠结都不用纠结，，等待相关方等待相关方

面合理解决面合理解决。。如果道口上如果道口上

并不拥堵并不拥堵，，建议走建议走ETCETC人人

工混合车道工混合车道，，把卡拔下交把卡拔下交

给道口收费员给道口收费员，，求心安求心安。。

三是对于想安心的朋三是对于想安心的朋

友友，，偶尔上一次高速公偶尔上一次高速公

路路，，我们就不要使用我们就不要使用ETCETC

了了，，把把ETCETC卡拔掉卡拔掉，，直接直接

走人工通道走人工通道。。虽然出现虽然出现

““1616 万天价万天价””错误的概率错误的概率

很低很低，，但是如果落到我们但是如果落到我们

每一个车主头上每一个车主头上，，都是百都是百

分之百的灾难分之百的灾难。。

四是对于开货车的朋四是对于开货车的朋

友友，，如果装了如果装了 ETCETC，，还是还是

拔卡走人工通道吧拔卡走人工通道吧，，从这从这

段日子的呼声来看段日子的呼声来看，，货车货车

的的““坑坑””看来要比看来要比客车大多客车大多

了了。。如果有时间如果有时间，，走普通走普通

公路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公路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收费站拥堵收费站拥堵、、ETCETC金额金额

显示异常显示异常、、货车通行费畸高货车通行费畸高、、

收费收费系统运行不稳定……这系统运行不稳定……这

是是今年今年11月月11日零时高速公路日零时高速公路

省界收费站撤站并网以来省界收费站撤站并网以来，，

不不少少车主遇上的堵心事车主遇上的堵心事。。

自自11月月11日收费系统并联日收费系统并联

网切换以来网切换以来，，针对部分省份针对部分省份

出现的系统运行不稳定和通出现的系统运行不稳定和通

行费费率变化等问题行费费率变化等问题，，交通交通

运输部部长李小鹏表示运输部部长李小鹏表示，，对对

于公众关注于公众关注、、媒体报道的问媒体报道的问

题题，，他们将逐一登记造册他们将逐一登记造册，，

逐件调查核实逐件调查核实，，限时办理限时办理、、

及时回复及时回复，，确保确保““件件有结件件有结

果果，，事事有反馈事事有反馈”。”。

据了解据了解，，11月月11日取消高日取消高

速公路省界收费站速公路省界收费站，，系统并系统并

网切换后网切换后，，交通运输部已组交通运输部已组

建专业技术保障力量建专业技术保障力量，，针对针对

各地反映的问题优化和完善各地反映的问题优化和完善

技术方案技术方案，，持续跟踪货车费持续跟踪货车费

率调整等率调整等。。李小鹏要求李小鹏要求，，各各

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高度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高度

重视收费系统并网切换后出重视收费系统并网切换后出

现的系统运行不稳定等问现的系统运行不稳定等问

题题，，建立台账建立台账，，逐项分析逐项分析，，

采取措施迅速化解或消除采取措施迅速化解或消除。。

同时同时，，各地要从源头上分析各地要从源头上分析

原因原因，，找准症结找准症结，，探索建立探索建立

长效工作机制长效工作机制，，切实做到防切实做到防

微杜渐微杜渐。。

下一步下一步，，交通部门将加交通部门将加

快省站系统达标及完善快省站系统达标及完善，，加加

强重点技术攻关强重点技术攻关，，解决解决CPCCPC

卡识别等出现的问题卡识别等出现的问题，，确保确保

联网收费系统稳定运行联网收费系统稳定运行，，计计

费准确无误费准确无误，，同时同时，，主动公主动公

开收费标准和差异化收费政开收费标准和差异化收费政

策策，，广泛开展宣传解读广泛开展宣传解读，，让让

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听得懂听得懂、、能理能理

解解、、愿支持愿支持”。”。对媒体报道或对媒体报道或

公众投诉的问题公众投诉的问题，，将逐个核将逐个核

实实、、依法妥善处置依法妥善处置。。

对ETC反映问题将逐个核实处置

推行ETC应放弃“傲慢”心态

一财网：在整个事件

过程中，我们多少可以看

到 ETC 的 “ 傲 慢 ”。 首

先，ETC的急速推进是否

真正遵从了车主的意愿。

其次，是否真正把自己和

车主摆在了平等的位置

上？第三，是否真正体现

了降低过路、过桥费用的

政策初衷？第四，高速公

路收费方式的改革是否充

分征求了民意，是否进行

了充分准备？放弃“傲

慢”心态，真心、尽快解

决问题才是公众的期盼。

乱象实则是“人祸”

东方网：一方面，乱

象的出现，表面上看是

“ 天 灾 ”， 实 则 是 “ 人

祸”。任何系统都是人操

作的，系统出现问题，相

关操作人员难辞其咎。更

何况，取消省界收费站，

全国高速公路实施“一张

网”运营早有预期，各地

对此也早该准备就绪，可

为何一到实际运营就问题

不断？另一方面，乱象的

出现，也暴露出这些地方

执行乏力，管理不善。

南方新闻网：人们的

耐心总是有限的。交通管

理部门也需要尽快把车主

反映的问题解决好，让广

大车主切实感受到装了

ETC 后，确实“提了速、

降 了 费 、 惠 了 民 ”。 否

则，质疑和不满只会越积

越多，人们甚至还会怀念

人工收费的“美好”。

收费到底上涨了没有？

央视：把钱退回去显

然是基本要求，但这也许

还不够，在投诉比较多的

地方，有必要给那里的

ETC系统做个“CT”，把

问题搞清楚、讲明白、解

决好。技术是为人服务

的，不能给人添堵，也不

能人为添堵。

腾讯网：关于ETC收

费到底有没有上涨的问

题？答案是大多数人都认

为上涨了。本来以为几天

就能解决，没想到全网的

吐槽几乎就没停过。

以推广ETC的劲头落实整改

央视网：以部分银行

为代表的商业机构，轰轰

烈烈地推销ETC，把好生

生的一项便民服务做成了

一门捆绑销售的生意，这

就有些舍本而求末了。要

真正把一哄而上的举措变

为长效机制，提升技术的

安全性和稳定性，体现管

理和服务的人性化。希望

拿出推广ETC的那种劲头

来落实整改。

政策驱动ETC上演“牛出没”

中国证券报：1 月 13

日，万集科技披露 2019 年

度 业 绩 预 告 ，预 计 盈 利

7.29亿～9.17亿元，约比上

年同期增长 110-138 倍。

2019 年，搭上国内 ETC 建

设的东风，万集科技曾以

4.86 倍的全年涨幅坐上 A

股涨幅榜第一名的宝座。

此前曾有机构预测，万集

科技2019年净利润有望达

到4.5亿元，同比增长67.4

倍。不过，从目前万集科

技自己预告的数据来看，

机构预测还是太保守了。

要想安心，拔卡走人工车道

ETC病了？

通行费上涨了吗？

心宽就走ET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