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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7日，从贵阳开往北京的复兴号
G402 次列车因超员无法运行，部分持短
途车票的乘客被要求下车。据铁路客服
人员称，复兴号列车一般不允许超员，也
不会给乘客补票，乘客若有补票需求应上
车后与列车工作人员协商，视现场情况看
能否补票。

对到站不下者下逐客令对到站不下者下逐客令

7日晚，一段“乘客挤爆车厢致高铁无
法运行，乘务员大喊：没票的自觉下车”的
视频在网上流传。视频显示，G402 次列
车运行至郑州东站时，乘客挤满车厢，列
车工作人员大喊要求没有车票的旅客赶
紧下车，车已经超载了。虽然列车员不断
警告乘客下车，但车厢内站着的乘客依旧
不为所动。

G402 次是复兴号列车，从贵阳北站
开往北京西站。7日正值返京高峰，陈女
士乘坐该列车从河南新乡东站上车。她
告诉记者，刚上车时车上的人还不多，但
后来乘客只上不下，列车上站着的人越来
越多。

据陈女士介绍，很多人买不到直接
到北京西的车，就买一个区间，想先上车
再补票。“结果上车之后才发现 G402 次
是复兴号，不能超载，上车后列车员也不
给补票。”陈女士介绍称，站着的乘客越
来越多，列车员开始让没票的乘客下车，
因为复兴号超员就会报警。“列车到新乡
东已经快 7 点了，大晚上的大家都想赶
紧到家，列车员说了很多次也没人愿意
下车。”

陈女士告诉记者，列车员一直在解释
复兴号超员会有危险，也告诉乘客可以下
车换乘后面的和谐号。“后来大家也都表
示理解，不少人从石家庄站下了车。”

乘客王晓君（化名）告诉记者，由于买
不到票，她只能先买7日从信阳东站到驻
马店西站的区间车票，想像以往那样先上
车再补票到北京。但上车被告知列车严
重超员，无法办理补票，必须按照票面站
点下车。最后，王晓君在郑州东站带着行
李下了车。“车站也安排得很好，我们在郑
州东站下的，基本都上了G808次列车补
票，从郑州直达北京，比G402次还提前到
了，也没有耽误时间。”

7日晚9点59分，G402次列车准点抵
达北京西站。8日晚，记者从铁路客服处
了解到，复兴号列车一般不售卖站票，乘
客如果想上车补票，需要与列车工作人员
协商，工作人员视现场情况判定，不保证
都能补票成功，并且复兴号一般不会给乘
客补站票。复兴号一般不允许超员运行，
10月7日是返程高峰，乘客上车后无法补
票的话，只能下车换乘。但乘客在12306
网站上订票，无法看到列车是和谐号还是
复兴号，客服人员表示将反馈乘客这一需
求。

ZZ7272次超员致部分持票乘客无法上车次超员致部分持票乘客无法上车

除了 G402 次列车，从福建三明北开
往北京西的Z72次列车也遭遇了超员的
情况，导致约 50 名乘客在山东菏泽站已
经检票却无法上车。

乘客林雪（化名）告诉记者，7日凌晨
1时20分许，她在菏泽站检完票就进入站
台等候Z72次列车，但车到站后想进4号
车厢时却被工作人员拦下。“列车员在旁
边说给我们全价退票，让我们再上别的列
车。我们跟列车员僵持了很久，还是上不
了车。等了两个多小时，给我们退了票，3

点56分上了K1072次列车。”
同样在 7 日乘坐 Z72 次的乘客杨林

（化名）也表示，当时人很多，大家都从 4
号车厢上，入口很拥挤。“我是站票，当时
反映了别的车厢不挤，列车员也让从别的
车厢上，但有的人挤上去了，有的还是上
不去。”

对此，记者致电济南铁路局，客服人
员称，7日发生的情况是由于返京高峰，较
多乘客买短途车票，上车后补票，导致列
车超员，而补票的这部分乘客，铁路部门
也无法事先预知。“持短途车票进站，先上
车再补票，在列车运输能力未达到上限时
是符合规定的，我们也无法把补票乘客赶
下车，只能控制后来上车的乘客。”

客服人员同时表示，为了更妥善应对
突发情况，让乘客早做准备，车站如果预
知列车满员会及时通知，今后也将加强车
站与列车之间的联动，及时掌握情况。

铁总回应铁总回应：：为了让旅客更舒适为了让旅客更舒适

10 月 1 日 8 时 17 分左右，当 G108 列
车途经常州北站时，车站开启广播“本次
列车已无力运行，请各位无票旅客抓紧时
间下车。请各位苏州北、无锡东上车的短
途旅客抓紧时间下车。”

这种状态还是“复兴号”首次遇见，搞
得许多乘客不明就里，纷纷在网上询问。
高大上的“复兴号”为啥不能超载？如果
不能超载，“复兴号”上的站票是怎么回
事？如果能超载，这个比例是多少？为什
么之前的“和谐号”没出现超员无力运行
的情况？

带着一连串问题，8日，记者专访了中
国铁路总公司和中国中车有关专家。

中国铁路总公司有关专家告诉记者，
无论“和谐号”还是“复兴号”，都具备一定
的超载能力，只是“复兴号”在设计上更加
以人为本，同时考虑运行的安全性和乘坐
的舒适性。

前述铁总专家说，相比“和谐号”，“复
兴号”在设计上更加智能，加载了超员自
动报警功能，当达到一定旅客量时，会自
动报警或停车；“和谐号”没有加装自动报
警装置，以售票量源头控制乘车人数。

“复兴号”是如何设置限制超载的？
中 国 中 车 四 方 股 份 公 司“ 复 兴 号 ”
CR400AF设计师说：“以CR400AF为例，
转向架、车体等，均按17吨轴重设计。在
不超出轴重限制条件下，转向架、车体承
载能力可满足运用需求。”这位 CR400AF
设计师进一步解释说，制动控制系统具有
空重车调整功能，也就是说，在不超轴重
范围内，随着车重的增加，制动刹车会随
之增大，确保列车制动距离满足安全要
求。

旅客乘坐舒适性方面，如空调供风能
力和给水卫生能力等，经核算，“复兴号”
动车组超员20％时可正常运行，超过后乘
坐舒适性会有所下降。

这位CR400AF设计师还介绍，目前，
“复兴号”动车组超员报警有两种设置，单
车超员报警和整列超员报警。当单车载
员超过设定值时，会报警提示，列车员会
引导旅客均匀流动；当整列乘客超过荷定
20％后，则会自动报警，并提醒乘务员需
要疏散旅客。

“考虑到车重检测误差，为避免超员
误报警，CR400AF 型动车组各车在超员
20％车重基础上，各车还留有一定裕量，
设定为超员报警值。”CR400AF 设计师
说。 本报综合消息

新华社长春10月9日电 长生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发布公告称，该公司
收到税务部门通知，其全资子公司长春长
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
春长生”），将被追缴自 2017 年度起因取
消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而不缴少缴的
企业所得税及滞纳金。

记者了解到，近日吉林省高新技术

企业认定管理工作办公室发布《关于取
消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高新
技术企业资格的公告》，决定从2017年度
起取消长春长生高新技术企业资格。依
据相关法律法规，税务部门决定追缴长
春长生自2017年度起因取消高新技术企
业税收优惠而不缴少缴的企业所得税及
滞纳金。

10月9日，羊群在长满红蓼的洪泽湖湿地上
觅食（无人机拍摄）。金秋时节，江苏省淮安市蒋

坝镇洪泽湖湿地上的数千亩野生红蓼花开正艳，
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赏。 新华社发（陈凯摄）

复兴号超员为何导致无力运行

长春长生被取消高新技术企业资格

将被追缴企业所得税及滞纳金

洪泽湖湿地千亩红蓼盛开

如何让高速公路如何让高速公路ETCETC叫好又叫座叫好又叫座
新华社济南10月9日电题（记者 邵鲁

文）我国高速公路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
（ETC）车道对于节能减排、减少收费站拥堵
效果明显。但数据显示，当前全国绝大多数
省份 ETC 使用率难过半，有的省份不足三
成。记者调查发现，办理程序繁琐，可使用
场景偏少，车主办理ETC业务动力不足，导
致 ETC 覆盖率偏低。专家建议，通过丰富
使用场景、提升便利性等方式，提高ETC使
用率。

高速高速ETCETC、、人工收费车道冷热不均人工收费车道冷热不均

记者9月27日在京沪高速新泰东收费
站看到，约一刻钟时间内，ETC车道旁的两
个人工收费车道，均有五六辆车排队等待，
加上陆续驶来的车辆，造成了小规模压车。
而 ETC 车道仅有不到 5 辆车通过。9 月 28
日在京沪高速港沟收费站，记者也看到类似
情况，10分钟内，人工收费车道有多辆车排
队，ETC车道则显得很“冷清”。

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
年底，我国ETC用户突破5900万，ETC的使
用节约了燃油消耗，降低了排放。2017年节
约车辆燃油约11.19万吨，能源节约效益约
9.52 亿元，减少污染排放 3.44 万吨。但同
时，数据还显示，ETC车道通行量占高速公
路总通行量的比例不足40%。

在高速公路发达省份山东，记者从交通
部门了解到，截至今年 5 月底，山东包括
ETC 在内的非现金支付使用率为 38.6%。

“目前 ETC 在认知度和用户规模上还有不
小提升空间。另外，货车虽然可以使用ETC
支付，但因为需要停车计重，目前无法走
ETC车道。”山东交通部门相关工作人员说。

办理办理ETCETC积极性不高积极性不高，，难点何在难点何在

记者采访发现，目前ETC推广，在便利
性和应用范围上，还面临不少难点，导致车
主办理积极性不高。

一是如果使用次数少，设备收费比过路
费还贵。不少采访对象告诉记者，办理ETC
的费用在200元到350元之间，但对于一年
仅跑一两次高速的车主来说，使用率很低，
办理积极性不高。潍坊市民丛震说，他在济
南工作，一般每年开车回潍坊两次。“节假日
有时高速免费，加上偶尔坐火车，一年能用
上ETC的次数非常有限，算下来办ETC的
费用比过路费还贵。”

二是办理程序繁琐，便捷程度不如移动
支付。目前 ETC 的办理方式，除到高速公
路运营单位购买设备外，还可以到银行办理
储蓄卡或信用卡，领取与卡绑定的 ETC 设

备。记者近期走访济南多家银行发现，办理
ETC 除携带本人身份证、驾驶证和行驶证
外，还要携带本年度的车辆保险单。不少银
行还需预存一部分费用才能赠送 ETC 设
备，部分无需预存费用的银行卡，卡年费在
200 元左右。一些前来办理 ETC 业务的市
民说，感觉办起来很麻烦。

三是可使用范围少，功能较为单一。山
东高速公路ETC业务运营方之一——山东
高速信联支付有限公司综合部经理高原告
诉记者，目前 ETC 的应用范围除了高速收
费站通行，运营单位也在积极开拓使用领
域，例如与停车场、加油站开展合作，为ETC
车主提供便利，但整体来说，可使用范围还
不够。

建议创新应用场景建议创新应用场景，，丰富支付手段丰富支付手段

针对目前 ETC 车道使用率偏低、车主
办理积极性不高等问题，相关从业人员和专
家建议，进一步加强宣传力度，拓展应用范
围。同时，可丰富高速公路支付手段，用多
元化手段破解高速公路“通行慢”“通行难”。

山东大学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主任
张汝华说，目前宣传力度还存在欠缺，很多
车主对 ETC 的作用并不十分了解，接下来
相关部门还应加大 ETC 业务的推广力度。
另外，在设备的购买费用上，可采取补贴、优
惠等方式，在现有价格上适当降低，以鼓励
更多车主尝试。

相关 ETC 业务运营人员说，提高 ETC
吸引力，未来在可使用范围上还需进一步
拓展。“一切需要停车缴费的场合，都可以
借助 ETC 实现不停车收费，而不仅仅是在
高速公路上。”高原说，在机场、火车站、医
院等车流量密集的公共场所以及商场停车
场等场合，未来都可以和 ETC 进行结合，
通过不停车支付减少拥堵。另外，部分城
市对安装 ETC 的本地牌照小客车，通过政
府购买服务方式实行免费通行绕城高速公
路的政策，也是扩大使用范围的一种方式，
值得复制推广。

除推广 ETC 外，通过移动支付等手
段，丰富高速公路支付方式。中国社会科
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副教授朱涛说，
当前一些省份已开始试点基于移动支付
手段的“无感支付”，借助车牌识别系统，
车辆通过收费站时就能直接扣除费用，不
需要其他设备。“无感支付的出现，是对现
有 ETC 业务的补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
种竞争，但只要能给车主带来便利，使高
速通行变得顺畅，就是正确的方式。”朱涛
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