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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鼓励货运企业调整改善车型结构，支持多轴
大型车辆发展，推动降低物流成本。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26日获悉，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四川省发改委
和四川省财政厅联合发布《关于实施高速公路差异化
收费的公告》，决定对正常装载合法运输车辆，实施高
速公路差异化收费。多项政策叠加，多轴普通货车最
大优惠幅度可达20%左右、集装箱车可达62%。

四川高速下月起对货车差异化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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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过打赢这场新区平安社
区工程百日攻坚战，推动问题治标
向治本转变，工作中要抓住问题重
点，权衡轻重缓急，首先要把老百姓
集中反映、普遍关心的问题解决好。”
在3月26日召开的天府新区成都直管
区平安社区工程百日攻坚行动领导
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四川天府新区成
都直管区平安社区工程百日攻坚行
动工作组组长，四川天府新区管理委
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天府新区成
都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刘任远
如是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会上
了解到，天府新区即将印发《四川天府
新区成都直管区平安社区工程百日攻
坚行动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
案》），以城乡社区为基本单元，重点聚
焦商圈市场、学校、医院、商务楼宇、车
站、地铁站及重大活动周边等人口密
集区域，安置小区、农村集中居住区、
城中村、棚户区、老旧院落、万人小区
及其周边等矛盾多发居民区，城乡结
合部等城市管理薄弱区，重点围绕9类
30项突出问题和风险隐患，全面开展
排查和整治。

据悉，《实施方案》由1个总体方
案和9个专项方案构成。其中9个专项
方案，围绕了社区消防突出问题和风
险隐患，社区设施突出问题和风险隐
患，社会治安突出问题和风险隐患，
重点人群稳定突出问题和风险隐患，
小区矛盾纠纷突出问题和风险隐患，
社区食品安全突出问题和风险隐患，
社区安全生产突出问题和风险隐患，
社区交通安全突出问题和风险隐患
及社区生活环境突出问题和风险隐
患等，提出了具体工作部署。记者还
了解到，目前，天府新区已完成了相

关工作准备，建立平安社区工程百日
攻坚行动工作推进机制。接下来，从3
月26日至5月26日，将以街道为龙头，
以社区为基本单元，整合新区和街道
工作力量，全面开展突出问题和风险
隐患排查整治。从5月26日至6月26
日，将针对基层难以处理、易引发矛
盾导致社会风险的重难点问题组织
集中攻坚。而6月26日到7月26日，将
制定配套办法，建立“平安社区工程
百日攻坚行动”工作研判机制、统筹
收集机制、派单督办机制。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敬

天府新区即将印发
平安社区工程百日攻坚行动实施方案

要闻 03
2019年3月27日

星期三

3月25日上午，省市场监管
局等12个部门联合召开新闻发
布会，公布“春雷行动2019”暨整
治“保健”市场乱象百日行动进
展情况，截至2月底，全省各级市
场监管部门共检查生产、经营企
业和个体户17.31万户，受理消
费者投诉举报1.97万次，为消费
者挽回经济损失967.73万元，查
处 各 类 案 件 7085 件 ，案 值
9776.36万元，罚没5933.50万元。

“在消费者最关注的‘保健’
市场乱象整治百日行动中，全省

严厉打击‘保健’产品（服务）市
场各类违法行为，查处案件435
件 ，案 值 4646.85 万 元 ，罚 没
3367.79万元。”四川省市场监管
局副局长苟小兰告诉记者，行动
中，省商务厅组织对全省748个
直销服务网点和20家外省直销
企业四川分公司开展实地全面
排查，对权健自然医学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在川9个服务网点开展
现场调查，暂停办理直销相关初
审、备案等事项。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近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接到成都市民反映，在一环
路南三段路口，正在建设中的一
环路道路综合整治工程迟迟不
完工，且某些施工路段未设置人
行通道，给居民出行造成不便，
影响了附近商户经营。26日上
午，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前
往现场了解情况。

记者在现场看到，一环路南
三段41号到小天东街这一段百
余米的施工路段中，施工方未设
置人行通道，路边商户被直接圈
进围栏中。附近的商户沈斌指了
指店门口一块用砖压实的滤网，
告诉记者，“挖路挖到家门口，推
开门就是施工现场，不仅没有人
行通道，连家门口这块‘地毯’都
是我自己铺上的。”

此外，沈斌还对该工程的工
期存疑。他翻出手机相册里一张
摄于去年10月的“占道施工信息
公示牌”照片，照片显示，该工程
开工时间为2018年10月1日，完
工时间为2019年1月31日。而记
者从现场贴出的“占道施工信息
公示牌”看到，该工程挖掘时间
为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5月31
日。“我认为施工方存在拖延工
期的情况，已经影响到周边商户
的正常经营。”沈斌说。

记者在现场看到，靠近工地
的好几家商户都已关门歇业。附
近某餐饮店员工苏绍明告诉记
者，他工作的餐饮店去年10月1
日就已歇业，开业时间则要根
据施工方进度决定。 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实习记者 彭祥萍

一环路这个工地打围不留通道

商家称“歇业已半年”

跑得越远越划算
最高优惠
6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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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个四川高速公路路段，
共计5215公里，占四川省高速
公路通车里程的73.5%，占高
速公路收费里程的80.2%。

范
围

哪些车型
可享受差异化收费？

答：四川省高速公路差异化收费政策
适用对象仅为：通行四川省高速公路网、满足差

异化收费限定条件，且正常装载合法运输的计重收费
货运车辆。按车型分类收费的消防车、油田钻探车等专项
作业车及特种车不享受差异化收费政策。

享受差异化收费有哪些条件？

答：享受“递远递减”差异化收费政策需满足3个条件：一
是符合正常装载合法运输计重收费货车轴型要求；二是在四
川省高速公路网内单次连续行驶里程达到限定要求；三是行
驶里程全部或部分为省市国企所属的53个高速公路路段。

货车ETC卡可以叠加优惠吗？

答：持四川省货车ETC卡交费优惠政策，可以与“递远
递减”差异化收费，或国际标准集装箱通行费差异化收费
政策叠加享受。如满足“递远递减”差异化收费条件的，正
常装载合法运输计重收费货车持四川省货车ETC卡支付
费用，可以在“递远递减”差异化收费政策的基础上，继续
享受计重收费总额5%的优惠。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严丹

一辆四轴36吨计重收费货
车，应交车辆通行费478元，实
交406元。

解读：该车只通行成南高速，
而成南高速属于实施差异化收费
的53个高速公路项目范围内。该

车在四川省单次连续行驶里程为
215公里，应交车辆通行费478元。

按照“递远递减”差异化收
费政策，优惠成南高速通行费
总额的15%，优惠金额72元，所
以实交车辆通行费406元。

根据公告，自2019年4月1日起至
2020年3月31日止，在四川省交投集团、
四川省铁投集团和成都交投集团等国有
全资或控股的53个高速公路路段，对普
通货车实施“递远递减”差异化收费。

普通货车
53个高速路段“递远递减”

具体而言，2轴、3轴普通货车在四川
省高速公路网内连续行驶100公里~200
公里的，53个高速公路路段的通行费优
惠5%；连续行驶200公里以上的，53个高
速公路路段的通行费优惠10%。

4轴以上（含4轴）普通货车在全省高速
公路网内连续行驶100公里以内的，53个高
速公路路段的通行费优惠5%；连续行驶
100公里~200公里的，53个高速公路路段的
通行费优惠10%；连续行驶200公里以上
的，53个高速公路路段的通行费优惠15%。

货车ETC卡
可以与差异化收费叠加优惠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国
际标准集装箱运输车优惠力度最大。至

2024年3月31日止，在四川全省高速路
网，该类运输车享受高速公路通行费优
惠30%；进出泸州和宜宾水运港口集装箱
运输车辆，高速公路通行费优惠60%，不
享受“递远递减”差异化收费优惠。

对办理了ETC的货车也有优惠政策，
可以与“递远递减”差异化收费，或国际标
准集装箱通行费差异化收费政策叠加享
受。持四川省货车ETC卡交费，在全省高
速路网，按计重收费总额优惠5%，缴纳高
速公路通行费，至2024年3月31日止。

多项政策叠加，多轴普通货车最大
优惠幅度可达20%左右、集装箱车可达
62%。值得注意的是，“递远递减”差异化
收费与国际标准集装箱通行费差异化收
费政策不能叠加享受。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实行差异化收费，除实实在在降低物
流成本外，还可引导货运车主选择适当
的运输方式和运输路径，提升路网整体
运行效率。四川将调动多方积极性，鼓励
其他高速公路BOT项目公司积极自愿参
与，降低通行费率。

如对以上内容有疑问，可拨打咨询服务
电话：12122、028-85526400、18581955100。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严丹

1

帮你
算账

1、集装箱通行费优惠政策与“递远递减”优
惠政策不能叠加享受。

2、ETC卡交费优惠政策可以与“递远递减”
或集装箱通行费优惠政策叠加享受。

3、消防车、油田钻探车等专项作业车及特
种车不享受差异化收费政策。

特别提醒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根据路段、行车里程、轴型、支
付方式等不同条件，特别为大家举了几个例子，来看看
高速新政以后货车具体能省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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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二轴18吨计重收费货
车，应交车辆通行费366元，实
交366元。

解读：该车分别通行遂资
眉高速遂资段和遂资眉高速眉
山段，在四川省单次连续行驶

里程为230.5公里，应交车辆通
行费366元。因遂资眉高速遂资
段和遂资眉高速眉山段均不属
于53个高速公路项目范围内，
该车不享受差异化收费政策，
实交车辆通行费366元。

成南高速成都站——成南高速南充东站

在城市治理的大命题中，安全，始
终应是绷得最紧的那根弦。

何为安？生命财产的安全是安，市
民生活的平稳安定也是安。何以安？归
根究底，是呵护百姓心中对社会生活
的安全感。

成都一场事关“安全”的行动近日浩

浩荡荡地启动了，并且一经启动就受到了
关注。这并不奇怪，“平安社区工程百日攻
坚行动”，从名字中可以发现，成都将这次
安全攻坚的落脚点，下沉到了社区。

并不难理解成都在这场行动之中
所体现出来的城市治理逻辑。

事实上，社区作为城市社会的基
本构成单元，从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
来看，市民85%的基本生活需求是在社
区满足的。城乡社区是人民群众安居
乐业的家园，也是组成社会的重要“细
胞”，可以说，抓住社区就抓住了源头，
就抓住了城市治理“最后一公里”。

有民警曾感叹，以前破了案，百姓
就叫好。现在抓到罪犯，最多只有60
分。“百姓们对于平安的需求不仅是治
安，更是安全感，是‘源头治理，将风险
化于无形’”。“源头治理”，正是要从基
础着手，从社区着手。

再来看成都的这场攻坚行动，会
发现这虽是一次大工程，却是要在螺
蛳壳里做道场。

行动所“攻坚”的对象，是9类29项
突出问题和风险隐患。类别从社区消
防、社区治安，到小区矛盾纠纷、社区
食品安全；细分项目从打击黑校车、排

查学校食堂，到规范生活垃圾清理、及
时清除犬只粪便等等……

看似细碎，实则哪一件哪一桩，不
是市民最切身关心的实事？又有哪一
件，不切实影响着老百姓生活中的“安
全感”？所谓“攻坚”，在词条解释中，“比
喻解决任务中最难之事”。而这些细微
之事，才是坚，才是难，才更要倾注力
量。只有从细节处、源头处防微杜渐，才
能真正防患于未然，将矛盾纠纷消泯于
微处，把各类风险危害控制在低点，也
方能让市民安，社区安，城市安。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垚

2 遂资眉高速遂资段横山站—遂资眉高速眉山段洪雅站

一辆六轴49吨计重收费货
车，应交车辆通行费1011元，实
交883元。

解读：该车分别通行成雅高
速、成都二绕西段、成都二绕东段
和成渝高速，在四川省单次连续
行驶里程为355.67公里，应交车
辆通行费1011元。其中，成雅段
286元、成都二绕西段89元、成都

二绕东段155元、成渝高速481元。
由于成雅高速、成都第二

绕城高速西段和成渝高速属于
53个高速公路项目范围内，按
照“递远递减”差异化收费政
策，该车优惠这3段通行费总额
856元的15%，优惠金额为128
元，成都二绕东段按标准收费，
该车应交车辆通行费883元。

成雅高速西康大桥站——成渝高速渔箭站3

四川对权健网点开展调查

社会安定之基石在于社区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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