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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金浩厅长带队参加第 41 轮“阳光热线”直播活动

5 月 26 日，厅党组书记、厅长高金浩带队参加河北人民广播电台第 41 轮“阳光热线”直播节
目，向全省听众朋友重点介绍了我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及农村公路发展情况，展望了我省交通运输
事业发展前景。
高金浩厅长指出，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骄人成绩：高
速公路新通车 550 公里，总里程达到 5619 公里，继续保持全国第三位；全省港口设计通过能力达
到 8 亿吨，货物吞吐量达到 8.9 亿吨，提前两年实现“十二五”投资和建设目标，集装箱吞吐量突
破百万标箱；农村交通发展实现新突破，结束了最后 289 个行政村不通油路的历史；民航方面实现
了张家口军民合用机场通航运营，邯郸机场改扩建完工，全省机场数量达到 5 个，尤其正定国际机
场年客流量突破 500 万人次，跨入全国大型运输机场行列。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到 2020 年，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大幅提升，实现
所有通道全面连通，建成环渤海乃至全国第一大港口群，形成多功能网络化航空体系，形成北京、
天津、石家庄、承德、张家口、秦皇岛、唐山、保定、沧州、邯郸十个重点综合交通枢纽，打造相
邻城市之间“一小时交通圈”、主要城市与周边卫星城市“半小时生活圈”。
针对农村公路建设规划，高金浩厅长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介绍。他说总书记的重要批示充分
肯定了农村公路建设取得的成绩和农村公路在农村发展、农民致富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明确了农
村公路建设的重点、方向、思路和目标，具有极强的指导性和针对性，充分体现了总书记对农村公
路建设的关心和重视。省厅将抓住机遇，进一步改善和发展农村公路，使之与优化村镇布局、发展
农村经济和保障广大农民安全便捷出行相适应。一是加快路网建设，为农村经济发展和广大农民安
全便捷出行提供交通保障，力争到 2020 年，农村公路总里程突破 20 万公里，乡镇辐射行政村和行
政村联网道路具备条件的全部实现连通和等级化，农村公路“网状型”路网基本形成。二是管好、
护好农村公路，实现农村公路发展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和谐统一，改造农村公路危桥 14 万延

米，安保工程建设 2 万公里，基本实现农村公路无危桥运行，县乡公路必要的安保设施设置基本齐
全。同时以“田路分家”和绿色廊道建设为抓手，以农村面貌改造提升为着力点，助推新农村建设。
三是抓好“七公开”制度建设，为农村公路健康发展保驾护航，通过深化推广农村公路“七公开”，
实现“两个全覆盖、一个延伸”，进一步保障我省农村公路的更好更快发展。
针对听众提出的问题，高金浩厅长表示要认真调查处理，积极为群众排忧解难，并强调以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针，进一步做好交通运输各项工作，使广大人民群众共享交通发展成果，
让人民群众满意在交通。
节目直播期间，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潘晓东主要介绍了我省高速公路建设规划及京港澳京石段
断交施工期间采取的措施。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省高管局局长康彦民从信息服务、惠民政策落实、
不停车收费系统建设等方面作了介绍。
厅行风办、政策法规处、公路局、省运管局、城运局等有关单位领导参加了直播活动，介绍了
“燕赵楷模”郭娜陆地航空班、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及城市公交等情况，并对其它咨询和投诉进行了
详细解答。11 个设区市交通运输局由有关领导带队在当地参与直播节目。
直播现场，广大听众通过热线电话积极互动，共提出 15 个问题，现将办理情况予以刊登。全
省各级交通运输部门要按照厅党组的部署要求，进一步加强政风行风建设，积极为群众做好事、解
难事，为着力改善“两个环境”及加快交通运输综合体系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第 41 轮“阳光热线”听众
提出的问题办理情况
一、手机 150 尾号 343 的平山刘先生反映：关于清明、五一假期免费期间，收到扣费信息，未
享受免费政策。
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反馈：经与刘先生联系核实有关信息，其使用的是光大联名卡，扣费短信由
光大银行发送，显示 ETC 扣费及金额。清明节、五一节期间收到的扣费信息均为节日之前的通行费
用，节日期间均享受了免费通行政策。如有 ETC 的任何问题，用户可通过拨打 96122-3（ETC 专线)
或客服中心进行查询所扣金额具体的通行数据，会有相关人员第一时间为用户解决疑问。
二、手机 130 尾号 593 的晋州彭先生反映：晋州 X 004 县道路面破坏严重，从晋州到槐树镇路
段破损严重，修过也没法走。
石家庄市交通运输局反馈：根据《河北省普通干线公路网布局规划（2013-2030 年）》的通知，
县道大赵线（X004)升级为省道，路线名称为保定易县-邢台官亭（路线编号 S234）。省交通厅已出
具同意开展路线方案研究等前期工作批复，现石家庄交通勘察设计院对大赵线线形走向进行了实地
勘察了解，并已编制完成路线方案。现在石家庄(晋州城区）-槐树段正在由晋州市地方道路管理站

进行挖补养护。
三、手机 150 尾号 987 的定州王先生反映：107 国道定州段唐河桥收费站一直在收费，每次 10
元是否合理。
保定市交通运输局反馈：107 国道定州收费站依据《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 107 国道保定市
南段公路项目建成后设置收费站收取机动车辆通行费的复函》建成并收取通行费，建成标准为一级
公路，里程总长度为 75.866 公里；执行的收费标准依据《关于下达 107 国道唐河桥收费站收费标
准的通知》进行收费，基本收费标准为：客车小于等于 7 座、货车小于等于 2 吨按照 10 元/车次；
后依据《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国道 107 线漕河收费站等 13 个政府还贷普通公路收费站点核
定收费年限的复函》的要求更改收费年限从 2006 年 12 月 18 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17 日停止收费。
四、手机 151 尾号 077 的唐山姜先生反映：自己是大车司机，如果入车队，京唐港到迁安路段，
一个月一辆车给滦县交通运输局 1000 元到 5000 元，就可以免罚，可以超载运输，拉多少货都可以，
如果不入车队，大车上路超载一吨罚 100 元。
唐山市交通运输局反馈：姜先生反映的给交通运输局每月每辆车 1000 元到 5000 元的问题，经
查与事实不符。滦县交通运输局上路执法的部门是运管站、路政大队、治超站交通治超人员。运管
站对营运手续不齐全、车辆非法改装、货物遮苫不严造成洒落等运输行为按《公路法》和《河北省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进行查处。路政大队以维护路产路权为主，对破坏公路设施、洒落造成路面污
损等运输行为按《公路法》和《河北省公路安全保护条例》进行查处。治超站交通治超人员负责和
公安、交警部门围绕省政府批准的治超检测站对超限超载运输车辆按照自由裁量权进行查处。
滦县境内共有两个省政府批准设立的治超检测站，分别设在 102 国道榛子镇、205 国道的滦州。
姜先生投诉中所说的京唐港到迁安路段，是指省道平青大线。省道平青大线在滦南县、迁安县设有
固定治超站，这个区间的运输车辆不经过滦县境内的两个治超站。为治理平青大线上的超限超载运
输行为，滦县交通运输局有时联合公安、交警到平青大线上进行治超，查扣车辆一律引导到 205 滦
州治超站严格按照自由裁量权进行处罚。滦县交通运输局三个上路执法部门均未向车主所说的车队
收取过任何费用，也不存在交了钱“就可以免罚，就可以超载运输”的问题。
下一步滦县交通运输局将加大明查暗访工作力度，加强交通执法队伍建设，集中治理货运车辆
超载超限，以源头装载清理、车辆改装整治为重点，从严打击非法运输行为，形成治理超载超限高
压态势。大力解决损害群众利益及公路权益的突出问题，严肃查处公路三乱典型案件，积极配合公
安部门对反映的“车队”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坚决予以严厉打击。
五、手机 131 尾号 087 的承德兴隆王先生反映：承德津围公路修了很多年都没有修好（从兴隆
县到天津的黄崖关），总共就 21 公里。
承德市交通运输局反馈：省道津兴线起于津冀交界黄崖关，止于兴隆县黄酒馆，工程于 2012
年开工建设，截止 2013 年底，全线路基、桥梁工程已全部完成，隧道工程已全部贯通，沥青混凝

土路面工程已完成 9.6 公里（旧路改建路段全部完成），剩余 7.8 公里为新建路段，与原有旧路不
发生干扰，且原有旧路可以满足通车要求。延期交工一是拆迁影响施工队伍进场，期间因村民与政
府拆迁补偿问题经常发生停工，已完成拆迁的个别路段因村民间纠纷，对施工存在着一定的影响。
二是隧道工程围岩级别较差，施工时为保证安全和质量全部采用了“短进尺、弱爆破”的方法，造
成进度缓慢。三是本工程有一半以上属于越岭路段，工程量大，资金投入多，受当地经济较欠发达
的影响，故政府配套资金不能及时、全部到位。计划在拆迁完成后两个月内完成剩余的施工任务，
为此已制定多种保证措施保证工程顺利进行，争取早日把路修好，服务百姓出行。
六、手机 158 尾号 567 的保定刘先生反映：保定市区 107、103、101、57、50 路等公交车随意
变道、闯灯，甚至会在自行车道上驾驶。
保定市公交总公司反馈：市民反映的公交车在行驶中影响安全行车的行为，经调查确有发生，
公交公司内部对上述违纪行为制定了明确的处罚条款，一经查实，会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对违纪人
员进行处罚。但仍然有个别驾驶员存在侥幸心理，依然有违章违纪现象发生，保定市交通运输局公
交办已要求公交公司加大路查路检和违章违纪的检查处罚力度，组织驾驶员学习《道路交通安全法
规》，提高驾驶员的安全行车责任感，坚决杜绝此类违纪行为的发生。同时公交办成立督察组，会
不定期到道路上检查。
七、手机 137 尾号 129 的正定肖先生反映：村村通的公交车一直没有通到正定县的新城铺村，
这个路段有很多私营的车辆，费用很高，何时能通公交车。
石家庄市交通运输局反馈：新城铺紧临机场高铁站，开通正定至机场高铁站公交线路已列入今
年公交发展规划。暂不能开通的原因如下：新城铺、合家庄机场高铁区域运行的 19 部个体客运班
车尚未收编。为保持稳定，避免开通公交线产生运营矛盾和纠纷，在个体客运班车未收编和不能妥
善解决好个体车退出运营之前，不宜开通公交线路。目前，正定县交通运输局和市公交总公司正在
积极做工作，力争年底前开通正定至新城铺公交线路。
八、手机 135 尾号 699 的唐山周先生反映：货运司机有驾驶证又要求办从业资格证及收取 150
元培训费合不合理。
唐山市交通运输局反馈：按照交通运输部《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中第二章第六条规定：
国家对道路运输从业人员实行从业资格考试制度。从业资格是对道路运输从业人员所从事的特定岗
位职业素质的基本评价。经营性道路客货运输驾驶员和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从业人员必须取得相应从
业资格，方可从事相应的道路运输活动。也就是说从业资格证是准予你从事经营性道路运输的资格
证件。你取得了驾驶证，但要进入经营性道路运输行业从事货物车辆驾驶工作，必须通过考试取得
相应类别的从业资格证。
按照交通运输部《道路运输驾驶员继续教育办法》中第二章第八条规定：道路运输驾驶员继续
教育周期为 2 年。道路运输驾驶员在每个周期接受继续教育的时间累计应不少于 24 学时。唐山市

四家继续教育培训机构均取得了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驾驶员继续教育培训资质，并在唐山市物
价局办理了收费许可证。参加完继续教育培训的驾驶员，需通过考试，合格的发放继续教育合格证
书。
九、手机 131 尾号 192 的唐山王先生反映：对于拉铁粉的车辆，有的地方两个标准，一个限重
是 80 吨，另一个限重是 55 吨，到底按照什么标准执行。
唐山市交通运输局反馈：目前，全国治理公路超限超载工作对认定货运车辆超限超载的标准没
有改变，任何路政执法部门或个人无论何种情况，在治理超限超载执法过程中都没有权利执行双重
标准。凡在公路上行驶的载货类汽车车货总质量必须符合国家规定，即单轴承重为 10 吨，四轴货
车 40 吨，五轴货车 50 吨，六轴货车不得超过 55 吨。
十、手机 159 尾号 555 的卢龙王先生反映：102 国道的两座桥，一座是迁安和卢龙县交接处，
还有一座是卢龙县双望镇铁路立交桥，这两座断交很久了，一直没有管理。
秦皇岛市交通运输局反馈：迁安和卢龙县交界处京哈线青龙河大桥维修改造方案经过省厅公路
局多次专题研究，现已批复施工图设计文件。目前，正在按照桥梁维修加固工程招投标程序开展招
投标工作，计划于汛期后开工，2015 年汛期前完工。
京哈线双望跨铁路桥维修改造方案审查会于 3 月 14 日由北京铁路局组织召开，经过多次与北
京铁路局有关部门联系，目前改造方案审查意见下达后，正在进行方案修改工作，方案修改完成后
报省厅审批。下一步工作将尽快完成该桥施工图设计并报北京铁路局及省厅批准后，按照桥梁维修
加固工程招投标程序完成招投标工作后实施维修加固。计划于暑期后开工，2015 年暑期前完工。
十一、手机 133 尾号 639 的承德隆化谭先生反映：本县黑车特别多，在大街上公然和正规出租
车抢活，出租车司机多次找运管，始终得不到解决，竟然有部分车辆顶灯拉客，本县连正规出租车
都没有装计价器，运管处不管。
承德市交通运输局反馈：今年以来，隆化县运管所先后 5 次在全县范围内集中开展打击黑车等
非法从事出租汽车经营专项治理活动，根据客流规律，将行动时间安排在每天早 06：30-8：30、17：
00-19：30 两个乘客出行高峰时段，安排稽查人员轮流对县城重点路段进行定时、不定时巡查，在
重点时段保持高压态势。近期，在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同公安、交警联合行动开展为期 100 天的打
击非法从事出租汽车经营专项治理活动。截止目前，运管所共出动稽查人员 1500 余人次，出动稽
查车辆 760 余辆次，依法查扣黑车 100 余辆。运输市场秩序得到明显好转，净化了客运市场环境，
取得了明显效果。
目前，隆化县共有两家出租汽车公司，分别为隆化县鸿达汽车出租服务中心、隆化县盛达出租
运输服务中心。2014 年两家出租汽车公司代表出租汽车行业提出安装计程计价器的申请，现已将安
装计程计价器工作方案上报县政府，目前正在等待批示。

十二、手机 133 尾号 639 的唐山乐亭齐先生反映：中国公路的执法人员是否可以开地方牌照车，
在路上拦截车辆查超载超限。
唐山市交通运输局反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路政管理规定》，在路政执法过程中必须依法
使用标有中国公路的制式车辆。显然，使用非制式车辆上路执法是严令禁止的。
十三、手机 151 尾号 104 的衡水冀州吴先生反映：南土路口村的乡间公路太破，一直没有修。
衡水市交通运输局反馈：赵码线-南土路口乡道全长 6 公里，2010 年经省厅计划批复，进行了
改建。由于此路段中段有一个楼板厂，运送砂石料的超重车辆较多，造成部分路段损坏严重，现责
成冀州市交通部门对该路段进行调查，并确定了该路段的养护实施方案，于近日对此路段进行修复，
确保该路段正常通行。
十四、手机 152 尾号 883 的平山张先生反映：自从有了西柏坡高速后，以前通往西柏坡的省道
被大车压的破损严重，是否可以修修。
石家庄市交通运输局反馈：在西柏坡高速公路修建过程中，有许多载重大车在辅路绕行，造成
公路严重破损，需对此路段大修。石家庄市交通运输局已制定维修方案，现正在审批中，计划在年
内完成修复工作。
十五、手机 150 尾号 252 的邢台威县孙先生反映：东河洼村的村路一下雨就没办法走，省厅有
没有计划修复。
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反馈：孙先生反映的主要是该村旧路改造及村内街道的硬化问题，由于农村
公路建设涉及到自筹资金问题且今年该村并没有上报计划，所以暂时无法修建，我们已及时与孙先
生取得了联系，将有关政策进行了讲解，我们也将督促当地村委会明年按程序申报补助计划，解决
出行难的问题。

分送：省政府办公厅、纠风办，交通运输部纠风办、治乱办，厅领导。
各设区市交通运输局、各扩权县（市）交通运输局，厅直各单
位、厅机关各处室。
河北省交通运输厅政风行风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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