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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青松

高速公路的免费经济大账

高速公路节日免费通行政策被解读为推动假日
经济的“弃车保帅”之举。显然，于 10月 7日结束的
首个高速公路节日免费通行的“双节”几乎成为一个
全民消费盛宴。

最热的无疑是旅游市场。自驾游、家庭游、休闲
游、出境游、短线游持续火热，是此次黄金周旅游市
场的最大亮点。业内人士指出，这一方面是因为黄金
周假日制度实施以来，民众已经养成了在黄金周外
出旅行的习惯；另一方面，近期执行的一系列政策，
降低了民众的出行成本。

交通部科学研究院交通财政与金融研究所所长
胡方俊称，上述政策降低了居民出行成本，拉动了旅
游业及相关消费，缓解了铁路、民航运力不足，带来
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10月 8日下午 5：00，全国假日旅游部际协调会
议办公室发布《2011 年“十一”黄金周旅游统计报
告》，今年“十一”黄金周期间，全国共接待游客 3.02
亿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 18.8%；实现旅游收入 1458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5.1%；游客人均花费支出
483元。
史上最热“黄金周”

全国假日办公布的数据显示,9月 30日—10月
7日中秋、国庆节长假期间，全国纳入监测的 119个
直报景区点共接待游客 3424.56万人次，同比增长
20.96%；旅游收入 17.65亿元，同比增长 24.96%。9
月 29日至 10月 6日，民航全国累计共发送 55926
班次，运送旅客人数 760.71万人次；铁路全国累计
共发送旅客 6095万人次，同比增长 9.4%。

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是国务院出台小型客车
免收高速公路费政策执行的第一个长假，自驾游成
为今年黄金周一大亮点，很多地方甚至呈现井喷之
势。数据显示，9月 29日上午 8时至 10月 5日上午
8时，上海主要高速公路道口进、出沪客车数分别为
83.59 万辆次、116.56 万辆次，分别同比增长
41.27%、71.41%；辽宁自驾游车辆比去年同期增长
80%左右；贵州自驾车游客占接待总人数的 55%，其
中 4A级以上景区自驾车游客比重均超过 70%。

随之而来的是热点景区持续爆满，纷纷迎来史
上最热“黄金周”。 故宫博物院仅 10月 2日一天就
接待游客数超 18万人次，创造了历年接待游客最高
值；四川省九寨沟、黄龙等 21个传统景区（点）共接
待游客 234.4万人次，按可比口径计算增长 17.95%；
湖北各旅游景区 10月 2日—4日先后迎来旅游接
待最高峰。

其中，旅游收入也随之暴增。湖南省旅游局信息
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韶山共接待游客 5.1378万人
次，大部分游客都是全家出动自驾车前来旅游观光。
各类乡村旅游区（点）持续火爆，其中湘乡市乡村旅
游接待游客 3.8239万人，比去年同期增长 18%；实
现旅游收入 760.085万元，同比增长 14%。

中国旅游研究院预计，今年 8天长假旅游收入
约为 1800亿元。而据山东大学物流管理研究所所长
彭志忠测算，全国高速免费会减收 200亿元，国家会
因此减少 30亿元的税收，但可拉动 2000亿元的旅
游收入。

路桥公司大喊“亏不起”

与旅游市场形成反差的是一开始就热情不高的
路桥公司。因为免费，高速公路公司在节假日减少了
收入，高喊“亏不起”。

国金证券分析师认为，免费期间高速公路上市
公司的收入将减少 2%至 4%，而人工、折旧等成本
依旧支出，养护费用还将提升，因此新政对上市公司
业绩的影响预计将在 5%至 10%左右。WIND统计显
示，2011年沪深两市高速公路板块 19家上市公司
净利润共计 127.9亿元。据测算，19家路桥板块上市
公司或减少净利润 6.3亿元至 12.7亿元。

此前，深高速、粤高速、东莞控股等上市公司纷
纷发出公告称，公司利润将受节假日免收路桥通行
费政策的影响。深高速的公告称，预计方案的实施可
能导致本集团按年度计的路费收入减少约 3%至
4%；具体到今年，该政策或将导致全年减少路费收
入 8164万元。粤高速则表示，在国庆期间执行免费
通行政策，公司 2012年度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将减少约 1200万元，约占 2011年度净利润的
5.54%；东莞控股称，该政策将导致公司所属高速公
路年度收费金额减少约 1882.71万元，约占 2011年
度通行费收入总额的 2.65%，剔除相关税费影响，收
费减少金额约占公司 2011年度净利润的 3.82%。
“免费政策出台后，黄山高速公路管理公司在国

庆长假期间收费将锐减 8成以上。”黄山高速公路管
理公司副总经理孙松柏表示，即使不考虑今年可能
增加的车流量，仅按照 2011年国庆长假收费情况预
计，这个长假期间该公司将减少收费 500万元，而全
年将减少收费 2000余万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
运输厅党委书记王新华也公开表示，一年下来，新疆
高速公路将免收 3亿多元的通行费，通行费征收额
将减少 3个百分点。

收入减少了，运营成本却大大增加了。广东省交
通运输管理局局长徐文海告诉记者，今年有出行意愿
的私家车主比例达 80%，比去年增加近 50个百分点，
预计公路交通量将剧增 3到 4倍。国金证券上述分析
师表示，根据历史数据，节假日通行费收入一般比普
通日高出 5%至 10%左右，东部地区部分路段甚至能
超过 10%，这对高速公路上市公司经营也是考验。

孙松柏说，免费后车流量猛增，制定预案时估计
车辆会增加 80%，从长假头 5天的情况看，实际增加
的车辆达到 120%，增加的车辆全部是免费通行车，
“免费开放后，人力、设备、安全责任还要靠我们负
责。我们的收益减少了很多，工作量要比以前翻了一
番。”
“黄山高速公路管理公司管理的 108公里高速

公路建设费用逾 70亿元，目前年收费 1.2亿元，年亏
损 5亿多元，实行节假日免费政策后，减少的收费占
全年收费总额 1/6以上。”孙松柏表示，国家审批的
合铜黄高速收费年限是 30年，按现时实际收费还贷
速度看，“别说 30年，就是 60年也难收回建设成
本。”

要免费也要通畅

高速公路免费，既可以让驾车出行者省一笔不
菲的过路费用，也免去了排队缴费的麻烦。这一项惠
民的好政策一经出台，就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
迎。然而，全国多条高速公路出现严重的拥堵让人始
料不及。由此，关于高速公路免费政策的预期效果，
得与失引发了各方的热烈讨论。

有香港媒体指出，新政策被质疑“好心做坏事”。
高速公路节假日免费通行，政府的本意是还利于民，
减少交通拥堵，但没想到正是因为免费，使很多车主
图一时优惠，涌往高速公路的汽车呈现井喷式增长，
超出了管理部门的预计。这充分说明，当局在制订这
项优惠政策的时候，并没有全面周到地估算整个政
策的负面效应。

不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易宪容认为，拥堵
只是政策过渡阶段的短期效应。

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吴
俊毅表示，免路费政策首次实施，“大家经验不足，以
后出行如果不再只集中在假期两端，堵车状况就应
该有所缓解”。
还有评论认为，免费无错，堵车的罪魁祸首在人

为。各高速“史上最堵”更关键的堵点出在此次实行
免费后，收费站并没有直接开闸放行，而仍然实行拦
车发卡收卡制度，这成为最大的堵因。毫无意义的发
卡，使长长的车流堵在收费站前后。

免费之后如何保证高速公路畅通，车辆顺利出
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马光远认为，拥堵
反映一些实施细则并不精细，仅仅规定要免费，但是
具体怎么免费和免费以后出现安全问题和拥堵问
题，并没有紧急预案，因此关键是执行部门对于发现
的漏洞能够及时补救。

中国之声特约观察员丁兆林也强调，真的要解
决问题，它是一个全方位的解决方案，而不是通过一
个简单的设计来解决问题。包括人口政策、休假政
策、交通政策等。

全国假日办有关负责人表示，由于今年国民出
游热情高涨，加之一些新政策出台，全国多地高速公
路出现严重拥堵。全国假日办建议加快推进带薪年
休假制度落实，建立和完善旅游公共信息服务体系，
研究制定客运车辆相关标准，加快完善自驾游配套
设施建设，适时启动我国黄金周假日旅游运行机制
研究，推动假日旅游持续健康发展。

今年的黄金周恰逢中秋、国庆两节相连，加上湖南省范围
内普遍天气良好以及首次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政策的实施，
让有车一族心动不已，自驾游、探亲游、乡村游、民俗游等车辆
纷纷驶入高速公路，以至全省高速公路车流井喷。

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的统计数据显示，8天期间，湖南
省高速公路运行基本平稳，车流量预计共达到 565万台次，同
比增长 75%。其中，9月 30日至 10月 2日 3天，全省高速公
路出口车流量达到近 200万台次，同比增长逾 1倍。沪昆高速
潭邵段、长浏高速长永段、京港澳高速临长段等路段一度成为
全省最“繁忙”的路段，车流同比增长了 2至 4倍。

沪昆高速醴潭段金鱼石收费站监控中心数据显示，从 9
月 29日 8时至 30日 8时，该站车流量进口为 8084台次，出
口为 7366台次，合计 15450台次，比去年同期分别上升 28%、
19%、23.6%。醴潭大队交管科民警分析，车流量上升的很大一
个原因是因为今年国庆长假期间小型客车免费通行，加之天
气晴好，很多没有出行计划的人们都赶着去周边省市自驾游。

记者于 10月 1日和 7日分别行车至沪昆高速湖南范围
内的潭邵高速路段时发现，各类货车、大巴车、小车等车辆川
流不息。尽管沿线每隔 1公里就有 1位交警或路政人员在指
挥交通，然而，一条条“长龙”仍让车流行驶极其缓慢。记者的
车从殷家坳行驶至塔岭这段仅有 35公里的路程花了 1个半
小时。

据潭邵高速公路管理处党委副书记李天坤介绍，由于京
港澳高速潭耒段由北往南方向正在进行提质改造，分流车流
纷纷涌入这一路段，加上该路段是前往韶山旅游的主要路段，
因此客运货运车流量急增。“9月 30日当天的车流量就超过
同期 2倍，免收通行费逾 400万元。”

免收通行费，这是免费通行政策为小车车主带来的直接
“福利”。据统计，今年黄金周 8天期间，全省高速公路免征小
车过路费近 2亿元。

一位自驾车回怀化老家的车主刘先生告诉记者，从省会
长沙至怀化开车单程就可节省交通成本 200元左右。“往返省
了 400多元，挺划算的。”

黄金周期间出现的超历史车流高峰，引发了各界对“免费
高速”模式的探讨：高速公路到底该不该“免费”？
“对于私家车主来说当然好，省了过路费啊，”车牌号为湘

A0VW23的车主房女士说，自己一家老小 10月 3日驾车回了
趟娄底老家，由于选择了错峰出行，因此并没有遇上堵车。“如
果是天天免费就更好了。”

然而，在黄金周期间遭遇了一次长达 5小时堵车经历的
湘潭车主彭先生却告诉记者，以后不会选择长假出行。“原本
是要去欣赏旅游景点的，却一路囧途，最后还只能看人山人
海，再怎么免费我也不会长假开车出行了。”

对此，湖南省教育厅副巡视员邓江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态度坚决：高速公路完全没必要免费。
“一方面，有条件选择出行的私家车主完全有能力承担过

路费用，惠民政策并没有真正惠及普通百姓。”邓江祁认为，免
费通行政策出台就是为了出行方便，然而因为免费却造成更
大范围的拥堵，完全违背了政策的初衷。

特约记者 湘友

湖南免收通行费
近 2亿元
车流量同比增 66%
区域样本

旅游赚了，路桥苦了；司机喊堵，公司喊亏；亏损 200亿元，拉动 2000亿元

公司账单

宁沪高速：
全年收费收入损失超 3%

宁沪高速年报显示，2011
年公司通行费收入为 51.7亿元。
有分析师认为，重大节假日对小
车免费通行政策估计将对公司
造成全年收费收入 3%以上的损
失。宁沪高速此前表示，节假日
小客车免高速费肯定会对公司
造成业务影响，但是具体的业绩
影响程度不方便透露。

深高速：
路费收入减少 8164万

深高速表示，按照该公司的
主要高速公路车流量的历史数
据为基础进行估算，预计节假日
方案的实施可能导致集团按年
度计的路费收入减少约 3%—
4%。深高速 2011年年报显示，该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9.5亿元，归
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8.75亿元，其中，路费收入为集团
主要的收入来源，为 27.1亿元。
粤高速 A：
净利润减少约 1200万

9月 19日，粤高速 A发布
了免费政策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公告显示，该政策将导致 2012
年度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减少约 1200万元，约占公司
2011年度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2.1亿元的 5.54%。粤高
速董秘称，公司对全年损失进行
了预测，但是目前不在公布的范
围，要根据此次国庆节的车流量
和收费减少情况进行再一次测
算。

赣粤高速、四川成渝：
收入影响均为 1.3%

赣粤高速与四川成渝，由于
小汽车收入占比仅占总收入的
20%，收入影响均为 1.3%左右，净
利润下滑幅度分别为 2.7%和 2%，
影响较小。

山东高速：
净利润影响在 3%以内

部分省份，如山东等，已经
实行春节免费通行政策，山东高
速的净利润影响也控制在 3%以
内。

华北高速：
影响不大

华北高速证券事务代表对
媒体表示，华北高速主营京津塘
高速，主要路段是工业地区，小
型车辆少。而且，根据历史数据，
不论是否节假日，车流量和收入
都相对稳定。因此对公司影响不
大。

中原高速：
影响暂时不能判断

中原高速董秘近日称，政策
的实施肯定会对公司业绩产生
影响。不过，对公司的影响额度，
暂时不能判断。“因为，这是首次
的节假日免费通行，车流量可能
会增加，究竟会增加多少，这个
不好判断。”

“堵、堵、堵……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京港澳高速公路
杜家坎收费站出京方向约一公里处，北京白领陈伟再次走出
私家车，焦急地望着前面趴在路上一眼望不到头的车龙自言
自语。回过头，如潮水般的私家车从城里的方向涌过来……

陈伟苦笑了一下，再次回到车内，一边啃着面包，一边
茫然地等待。

据陈伟向《中国企业报》记者介绍，他在北京工作，平时
工作忙，难得回家一次。他原计划坐火车回湖北农村老家过
国庆和中秋，当全国高速公路免费的消息传来后，陈伟决定
开私家车回家，一是方便，没有等车、换车等舟车劳顿之苦，
十多个小时就可到达；二是便宜，可以享受一下“免费的午
餐”，从北京到湖北来回 2000 多公里，全程下来大概可以节
约一二千元钱，这比此前自驾车几乎便宜了至少一半。

9月 30 日零时，全国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
政策正式实施，高速公路各收费站免收 7 座以下小型车的
费用。

早晨六点多，陈伟就开着私家车开始了回乡之旅。
然而，刚过京港澳高速公路向南第一个收费站———杜

家坎收费站，陈伟便被堵在汽车洪流中。
陈伟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他以为只是京港澳高速

公路出现拥堵，打电话给同样驾车回乡的同事时，才得知京
沪、京开、京藏等多条高速公路出京方向同一时段都出现拥
堵，车龙绵延数公里。

记者从北京市公安交管局了解到，高速公路免费通行
吸引了大量司机自驾出行，从 9 月 29 日晚开始便有车辆在
收费站外等候免费通行。9月 30日零时，杜家坎收费站出京
方向车流量明显增加，收费站外车辆排队约 200 米。仅京港
澳高速杜家坎收费站，9 月 30 日 0 时至 6 时交通流量超过
1.7万辆，是去年同期的 4倍。

高速公路免费当天，京承、京开、京港澳高速公路出京
方向均发生了交通事故，特别是京港澳高速公路窦店路段
发生多起事故，造成出京方向车辆拥堵。

据记者了解，即使早已出了北京地界，陈伟的车速仍然
提不起来。原因只有一个：高速公路上私家车实在是太多。

原打算晚上到达湖北的陈伟，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到，时
间足足比平时多了一倍多。

在路上每遇到堵车，陈伟便以发微博的方式打发时光。
而微博的内容，绝大部分与高速公路堵车有关。

在陈伟的微博上，《中国企业报》记者看到，“早知如此，
我就不会开车回家了，走走停停，堵车的烦恼真是无法形容，
要是坐火车，晚上出发，上车睡一觉，第二天就到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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