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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街小巷都是广告，难道不办理
今后我就上不了高速吗？”不少
在沈海高速厦门高速收费
车主心存疑惑，还有人认为ETC
站入口处，
ETC免费办理的业务
通道建设太快，而人工通道取消
点就在不远处，
人工通道驶出的
得太早，
导致高速路口堵车。
车辆会被拦下，
询问是否要办理
一方急迫推进，一方却不
ETC。这些车辆中，愿意摇下车
紧不慢。可知的是，从2020年1
窗的只有少数，
下车办理的更是
月1日起，全国29个联网省份的
寥寥无几。
高速公路收费站都将正式实行
“为何他们宁愿等20分钟
全网一 体 化收 费运 行 管理 ，全
排队，也不愿 意花 5分 钟办 理
面实现电 子不 停 车快 捷收 费 ，
ETC？”福建省高速公路厦门征
ETC将成为每辆车的标配。可
管所所长白黎强同样不理解车
截至目前，厦门还有38万辆车
主的心态。这么好的国家政策， 未安装ETC。
而且是现场免费办理，说不定明
为了进一步了解ETC的办
年办理就不免费了，为何还有车
理现状，解答市民的疑惑，晨报
主“拖拖拉拉”？
记者昨日再次进行调查走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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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ETC有那么紧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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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 ETC重不重要？答案
是肯定的。
今年 5月，
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 《深化收费公路制度改革取
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实施方
案》中指出，将力争 2019年底
基本取消全国高速公路省界收
费站，且其中就部署了“加快电
子不停车收费系统推广应用”。
记者看到，
“交通运输部”
官方微信公众号里，
每周推出一
期“撤站进行时”，通报撤站重
点工作进展，对各省 ETC发行
量、使用率、联调联试等进行排
名。最新一期通报里，
福建 ETC
发行量位于全国第八名，属于中
等偏上水平。

根据中央、全省的计划部
署，
厦门撤站的各项工作正在稳
步推进，工作计划以日计算，特
别是福建省进入联调联试以来，
隔几天就需按要求完成一项工
作任务，
重点工作都已陆续进入
倒计时。
另一边，
各项政策也引导车
主办理 ETC。根据现有政策，
各
大银行都是免费办理 ETC，且
国家规定给予 ETC车辆不少于
5%的通行费优惠，对通行本区
域的 ETC车辆实行无差别基本
优惠政策。2020年 1月 1日起，
除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各类通行
费减免等优惠政策均依托 ETC
系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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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推广ETC，
相关单位进
行了“花式”宣传。
除了高速公路路口、电视、
报纸、网络等能看见标语，收费
员还走进大街小巷，协助办理
ETC，甚至几大银行把打卡机
都搬到高速出口处现场办公。
不到半年，厦门办理ETC
的数量就增加了40多万。要知
道，
2008年福建地区就发行了
闽通卡，
10年来厦门 办理 ETC
的车辆才40万辆，如今仅半年
就超过以往10年办理的数量。
可这个量依然不够。福建
省厦门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
副经理张正文坦言，目前厦门
ETC的办理量，还是有点跟不
上建设速度。
根据福建省高速公路电子
收费厦门管理分中心统计数据，
厦门市汽车保有量约为137万
辆，截至11月20日，厦门籍车牌
已办理ETC约99万辆，仍有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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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辆车未安装ETC。距离“年底
ETC用户达到80%” 的发行总
目标数尚有10万的缺口。
张正文说，厦门各个高速
公路路口车流量常年很大，交
通较为复杂。这些未办理ETC
的车辆及还未启用ETC的货车
混杂排队，很容易出现长时间
拥堵，甚至因队伍太长，堵住主
要干道，影响已办理ETC的车
辆通行。
那么，
是否可能再加开人工
通道呢？张正文表示，
因为系统
改造是不可逆的，
改造后的ETC
车道无法再用人工通道系统。
在这 项民 生项 目 推 进 中 ，
“阵痛期” 来得急促。记者看
到，面对此类交通拥堵、车流变
化，相关单位并没有研判性的
交通预案和处理办法，只能依
靠人工协助取卡，加快人工通
道通行速度，很难达到疏散车
流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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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还有车主迟迟未办
ETC，或办了ETC却宁愿排队
走人工通道？在采访中，
记者发
现他们各有各的担忧和困难。
市民陈先生表示，他常年
公务出门，走人工通道方便拿
发票报销。对此，
相关单位也曾
回应，市民可以通过网络打印
线上发票，
并不会很困难。
市民刘女士则认为，她的
车几乎都不上高速，没多大必
要办。有市民说，
他的车是借来
的，即便车辆已经办理ETC，他
也不好意思走ETC通道，让车
主替他承担高速公路费。
还有一部分车辆在公司名

下，因为手续及扣款人的问题，
导致车辆的所属人办理不积
极。也有人因为工作繁忙，
没空
办理。对此，
有关部门也表示可
以通过 “闽通卡预约办理”的
微信公众号进行网上预约，不
用亲自到营业点办理。
“若再不办理，人工通道会
更加拥堵。”福建省厦门高速公
路管理有限公司方介绍，
12月
15日人工通道将发放CPC卡，
该卡全国通用，相比之前自助
取卡，
该卡需要人工录入。他担
忧，随着CPC的启用，人工通道
通行速度会更慢，建议车主还
是及时去办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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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高速公路公司介绍，从
11月1日起，我省高速公路货车及
专项作业车ETC发行服务正式启
动。此次发行的货车 ETC卡采取
的是记账卡发行模式，即货车在
通过高速公路收费站时可享受通
行费记账服务，
先通行后付费。这
种记账卡交费模式，既实现了货
车不停车通行，同时也缓解了货
车司机提前向储值卡现金充值的
资金压力。
据悉，货车及专项作业车可
免费申办全套ETC设备（含闽通
卡和电子标签），成功申办的车
辆将于2020年1月1日起，像客车
一样可直接通行ETC车道，享受
到通行全国高速公路缴费不停车
带 来 的 快 捷 和 便 利 ，届 时 也 将
进 一步缓解高速公路入口的通
行压力。
值得一提的是，昨日在厦门
高速公路收费站路口，记者看到，
工人们正在安装称台，今后这里
将成为一个混合车道。据了解，从
2020年1月1日起，货车走ETC通
道将按照轴数收费，而不是如现
在一样按重收费。但是，车辆进
入高速公路之前需要称重，超限
车辆则被禁止上高速公路。也就
是说，今后超重的货车就不允许
进入高速公路了。
另 外 ，少 走 高 速 ，甚 至 几 乎
不走高速的车主，也建议趁“免
费” 安装好时机，抓紧去办
ETC。因为记者了解到，根据国
家有关政策，随着ETC的普及，
ETC运用场景将逐步向车站、停
车 场 、机 场 、码 头 等 更 多 交 通 领
域拓展，实现一卡通智能交通的
强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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