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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收费后，高速路通行费涨了？

省交通运输厅作出详细解答

本报讯 5 月 6 日，一辆小客

车从贵阳东收费站领卡经贵都高

速至都匀北收费站，通行费为 82

元。 该车主表示，在去年，同样是

从贵阳东收费站经贵都高速至都

匀北收费站，通行费是 75 元。 收

费增加了 7 元， 到底怎么回事？

对此， 贵州省交通运输厅发布了

情况解读： 这是按实际通行路径

收费以及计费规则发生了变化的

结果。

就上面案例，从贵阳东收费站

至都匀北收费站， 主要有两条路

径。 第一条（老路）：贵阳东收费

站———贵新高速（沪昆高速）———

都匀北收费站，应收费 73元；第二

条（新路）：贵阳东收费站———贵

都高速（都织高速）———都匀北收

费站，应收费 82 元。 在取消高速

公路省界收费站之前， 贵州的高

速公路收费规则是按“最低费额”

路径收费， 也就是说无论你走的

是贵新高速还是贵都高速， 都是

按 70多元来收费。 现在执行的是

按实际行驶路径收取通行费，走

贵都高速收费是 82元， 走贵新高

速收费是 73元。 通行费并没有上

涨，只是按实际行驶的路径收取了

相应的通行费。这也体现了“多用

路者多付费， 少用路者少付费” ，

“走哪条路收哪条的钱”的公平原

则。 在路网中，这样的情况还有很

多，比如从贵阳到遵义，当前走贵

遵复线的收费就会高于走贵遵线

的收费。

另外，桥梁、隧道占比高的路

径，平均每公里路程的通行费相对

也会高一些。 举个例子，从贵阳北

收费站到湄潭东收费站，列举出 3

条路径，行驶里程及收费标准分别

如下：第一条:贵阳北—道安高速

(银白高速）—湄潭东 ， 里程

199.42km，应收通行费 141元。 第

二条: 贵阳北—贵遵线 (兰海高

速）—湄潭东， 里程 218.95km，应

收通行费 122 元。 第三条: 贵阳

北—贵遵复线(渝筑高速）—湄潭

东， 里程 220.99km， 应收通行费

139元。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王芳）

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前，执

行的是“三七作五，二八归零” 的规

则，收费金额为 5 的倍数，现在执行

的是 “四舍五入” 取整到 “元” 。

（ETC 卡 用 户 打 95 折 ， 取 整 到

“分” ）。

例如：应收 18 元和应收 22 元的

两段路， 按以前的圆整规则均是收

取 20 元；按现在的取整规则，收取

的分别是 18 元和 22 元， 与之前相

比，有增有减。 就 20 元变到 22 元来

讲，并不是通行费上涨了，而是计费

更加精准，更加公平。（备注：“三七

作五，二八归零” 是指，通行费的个

位部分，3 元至 7 元的，收 5 元，小于

等于 2 元的部分不收， 大于等于 8

元的收 10 元。 ）

本报讯 13 日起， 我省降雨增

多，两轮降雨过程分别于 13日至 15

日、16日至 18日到来， 主要降雨时

段发生在 13 日夜间至 14 日夜间。

公众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引发的次生

灾害。

据贵州省气象台最新天气预报

资料显示，13夜间起至 15日， 除省

的西部地区以外， 贵州大部将有中

到大雨， 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

有短时强降水、 雷暴大风或冰雹等

强对流天气。贵州的铜仁、遵义等东

北部局地累计雨量达 50～80 毫米

（5月 13日 08时至 14日 08时）。

14日白天后，随着雨带南移，贵

州黔东南、 铜仁等东南部地区累计雨

量将达 50～85毫米（14日 08时至

15日 08时）。公众需关注局地强降雨

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和地质灾害等。

16 日至 18 日，贵州黔南、黔东

南等南部地区还将有中到大雨，局

地有暴雨或大暴雨， 并伴有强对流

天气。

虽然降雨， 但气温方面整体没

有大的起伏， 我省大部气温在常年

同期正常值或略偏高的水平附近，

总体来说体感还是很舒适的。

贵阳市未来几日天气仍旧凉

爽， 在 17℃—27℃间， 不过降水频

繁，13日夜间到 14日白天， 还有中

到大雨，市民出行记得携带雨具，加

上早晚 6℃—9℃的温差幅度， 市民

可以采取“洋葱式”穿衣法。 具体预

报为：12日夜间到 13日白天， 阴天

间多云有分散阵雨，气温 17～26℃；

13日夜间到 14日白天，阴天间多云

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气温

19～25℃；14 日夜间到 15 日白天，

分散阵雨转多云，气温 18～27℃。

受降雨影响，遵义、铜仁等省的

北部地区有一定地质灾害气象风险

等级， 同时道路湿滑和低能见度将

会给公路交通带来一定影响。 尤其

需防范局地强降雨和连续降雨可能

引发的城乡内涝及山区滑坡、 泥石

流、山洪等次生灾害，并防范雷暴大

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不利影响。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晨）

今日我省开启强降雨模式

主要降雨时段发生在今日夜间、明日夜间

关于贵阳综保区海关特殊监管区二期项目使用贵阳市第二环城林带林地征求意见公示

贵阳综合保税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建设

的《贵阳综保区海关特殊监管区二期项目》已取得贵

阳综合保税区产业发展局《关于贵阳综保区海关特殊

监管区二期项目建议书的批复》（筑综保产发〔2020〕

5 号）和贵阳综合保税区产业发展局《关于贵阳综保

区海关特殊监管区二期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筑综保产发〔2020〕9 号），因项目红线范围内涉及

林地，项目业主向我局申请办理林地手续，根据《建设

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办法》（国家林业局令第

42 号）和贵阳市生态文明建设委员会关于印发《建设

项目使用贵阳市环城林带林地社会公示和听证实施

办法(�暂行)》的通知（筑生态文明委通〔2016〕 367

号）文件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示如下：

一、项目概况：

贵阳综保区海关特殊监管区二期项目建设地点

位于贵阳市白云区都拉乡，项目动态总投资 336558.47

万元，拟长期使用土地面积 200.7030 公顷，其中：林地

面积 46.8329 公顷，占拟使用土地总面积的 23.33%；非

林地面积 153.8701 公顷， 占拟使用土地总面积的

76.67%。建设内容包括场坪工程、道路工程、桥涵工程、

管线工程，卡口及监管系统工程、土地及房屋征收、管

线迁改工程等，功能主要为研发办公、会展、商业和保

税加工等。

二、相关情况：

项目红线范围内涉及贵阳市第二环城林带林地

面积 46.8329 公顷。其中乔木林地面积 7.0434 公顷，林

木蓄积 234.3 立方米； 特殊灌木林地面积 27.0292 公

顷， 散生木蓄积 26.5 立方米； 一般灌木林地面积

12.7603 公顷，散生木蓄积 4.5 立方米。 森林类别为国

家二级公益林的林地面积 5.6967 公顷， 林木蓄积

132.6 立方米； 地方公益林林地面积 20.9065 公顷，林

木蓄积 84.5 立方米； 一般商品林林地面积 20.2297 公

顷，林木蓄积 48.2 立方米。 林地保护等级为 II 级的林

地面积 11.9458 公顷，林木蓄积 135.7 立方米；林地保

护等级为Ⅲ级的林地面积 16.4070 公顷， 林木蓄积

81.4 立方米；林地保护等级为Ⅳ级的林地面积 18.4801

公顷，林木蓄积 48.2 立方米。

贵阳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与开阳县人民政府

签订了《关于异地有偿补充林地合作协议》，预购买林

地异地占补指标面积 764 亩， 贵阳综合保税区开发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将根据实际占用林地情况向贵阳

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申请划拨使用林地用地指标

46.8329 公顷（703 亩）作为该项目使用林地“占一补

一” 用地。

三、意见范围和主要事项：

征求意见的范围为社会公众；征求意见的主要事

项为该项目使用林地及采伐林木事宜。

四、起止时间：

2020 年 5 月 13 日至 2020 年 5 月 19 日 （5 个工

作日）。

根据相关规定， 我局拟对该项目使用林地审核

上报， 相关单位和个人对该项目使用林地及采伐林

木事宜有异议或意见， 请于 2020 年 5 月 13 日下午

17:00 点前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向我局书面反

应，反映人需提供身份证复印件，我局将认真核实，

及时处理， 如无异议， 我局将根据公示内容予以上

报，逾期不受理。

联系人： 罗丹； 传真电话：84616690； 邮箱：

41883546@qq.com； 单位地址： 白云区云峰大道 99

号白云区行政中心。

白云区自然资源局

2020年 5月 8日

本报讯 5月 12日，贵阳公交公

司表示将对观山 6 路恢复原线行

驶，并进行优化调整，该决定自 5 月

14日起执行。

根据调整，原去向终点站由“朱

昌” 改为“百花湖” ， 恢复原站点

“窦官、 金盆路口、 金钟村、 百花

湖” ，“省建院、下麦西、窦官” 等站

点设置为轨道换乘接驳站。

具体情况如下：1、现线路走向：

始发、终点：世纪城—朱昌

去向：世纪城（龙泉苑街中）—

福州街口—福州街—北京西路（西）

—龙泉苑街口—金阳医院—石林路

口—金阳南路(中)—贵阳一中(西)

—鉴湖路口—八匹马 (南)—八匹马

(北)—绿色未来 (南)—省建院—林

城西路—金朱西路—下麦西—招呼

站—金朱西路（中）—宋家冲—下麦

西站—窦官村—新场上—朱昌；

回向:朱昌—新场上—窦官村—

下麦西站—宋家冲—金朱西路（中）

—下麦西—金朱西路—金麦社区服

务中心—林城西路—省建院—绿色

未来 (南)—八匹马 (北)—八匹马

(南)—鉴湖路口—贵阳一中 (西)—

石林路口—金阳医院—龙泉苑街

口—北京西路（西）—福州街—福州

街口—世纪城（龙泉苑街中）。

2、恢复调整后线路走向：

始发、终点：世纪城—百花湖

去向：世纪城（龙泉苑街中）—

福州街口—福州街—北京西路（西）

—龙泉苑街口—金阳医院—石林路

口—金阳南路(中)—贵阳一中(西)

—鉴湖路口—八匹马 (南)—八匹马

(北)—绿色未来 (南)—省建院—林

城西路—金朱西路—下麦西—招呼

站—金朱西路（中）—宋家冲—下麦

西站—窦官村—窦官站—新场上—

朱昌—金盆路口—金钟村—百花湖；

回向:�百花湖—金钟大道口—

金钟村—金盆路口—朱昌—新场

上—窦官站—窦官村—下麦西站—

宋家冲—金朱西路 （中）—下麦

西—金朱西路—金麦社区服务中

心—林城西路—省建院—绿色未来

(南)—八匹马(北)—八匹马(南)—

鉴湖路口—贵阳一中(西)—石林路

口—金阳医院—龙泉苑街口—北京

西路 （西）—福州街—福州街口—

世纪城（龙泉苑街中)。 （岳欢）

明起 观山 6路公交恢复原线行驶

本报讯 5月 12日， 记者从省体育

局获悉，省体育局将联动 9 个市（州）

体育（文体旅）局共同举办“打赢歼灭

战·同步奔小康”———全民健身线上公

益徒步活动。 活动将设置 990 万元的

补助奖励资金， 用于捐赠 9+3 深度贫

困县区或贫困地区。

据悉，本次活动采用“互联网 + 健

身徒步 +爱心捐赠 + 体育扶贫” 的新

模式， 参与者通过贵州省全民健身公

共服务平台（易动体育 APP） 报名参

与， 报名时参与者可选择想捐赠的地

区， 以基础目标和奖励目标两种方式

相结合来开展步数捐赠。

本次全民健身线上公益徒步活

动， 省体育局将补助奖励资金 990 万

元， 其中各市州参与活动的基础目标

奖励配额为 50万元，9 个市（州）共计

450万元；基础目标奖将全部用于各市

（州)脱贫攻坚工作，另有奖励目标奖

540万元，其中一等奖 80 万元、二等奖

60 万元、三等奖 40 万元，各等级奖项

均设 3 个名额， 奖励目标奖将用于本

地区的 9+3 深度贫困县区或贫困地区

的脱贫攻坚工作。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晨）

全民健身线上公益

徒步活动开启：

990万奖励金

等你来“献步”

■新闻速递

■相关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