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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盖营，困在黄河湾里的运输村！
文·摄影首席记者 张弓长

章盖营村是呼和浩特
市托克托县黄河湾里的一
个美丽村庄，这里很多村
民多年来一直以养大车跑
运输为生。春节期间，多名
村民给本报打来电话称，
他们的运输生意因一个收
费站的存在而变得困难重
重。接到村民们反映的情
况后，本报记者前往托克
托县进行了采访。

几乎家家都有大货车

2月11日，是春节过后
上班第一天。采访车沿着
103省道行驶了大约1个小
时后，记者就来到了隶属
于托克托县河口管理委员
会的章盖营村。

这是一个坐落在黄河
湾里的村庄，黄河的一条
细流能够直接流进村里，
远远看去，整个村庄古朴
又宁静。向南北延伸的103
省道东侧是一条山脉的高
耸绝壁，这绝壁远远看去
险峻异常，103省道西侧是
天然形成的一条山湾，这
山湾又与黄河相通。章盖
营村就坐落在这条与黄河
相连的山湾里。开车在103
省道上疾驰途经这里时，
很多人都担心汽车一旦失
控就会直接砸落在山崖下
村民们的房顶上。

据了解，章盖营行政
村是由大石窑、前房子、耿
庆沟、碱池、毛不拉、章盖
营这6个自然村组成，全村
共有1215户，3040人，辖区
面积为27平方公里。由于
该村耕地特别少，村民们
在改革开放以后便逐渐闯
出了一条养大车搞运输的
致富路。采访中，一位村民
告诉记者，养车高峰期，全
村几乎家家都有大货车。
这些村民所经营的主要是
运送煤炭的生意。

设在村中间的收费站

从地理位置上看，章
盖营村搞煤炭运输有着得
天独厚的便利条件。这是
因为，该村西与煤炭资源
丰富的鄂尔多斯市准格尔
旗相邻，村南面十几公里
外就是用煤大户大唐托克
托发电厂，多年来，章盖营
村村民就是开着自家的大
货车沿着103省道，把准格
尔旗的煤炭源源不断地运
送到大唐托克托发电厂

的。
在10多年前，103省道

的这个段落上并没有设立
收费站，所以村民们的运
煤生意虽然非常辛苦，可
还是很赚钱的。然而，10多
年前情况突然发生了意想
不到的变化。村民们说：

“103省道上突然冒出了一
个呼鄂高速辅道章盖营收
费站，这个收费站正好设
置在章盖营村中间。我们
沿着103省道开车进出村
庄都得交费才能通过。当
时，有的村民开着小型汽
车还能绕过收费站进村出
村，可大货车就绕不过去
了。刚开始，收费站是按车
型收费，后来又变更成了
计重收费。”

一村民告诉记者：“我
们村的人养大车都是跑短
途，绝大多数是从准格尔
旗旗往大唐托克托发电厂
拉煤。每跑一个来回大概
能挣400元左右，交过路费
就要花掉将近300元钱，再
去掉了经常修车的费用就
基本不挣钱了。”

采访中，记者看到呼
鄂高速辅道章盖营收费站
确实就设置在章盖营村的
村中段，记者乘坐采访车
也是在收费站交了10元钱
的费用之后，才能够进入
章盖营村的。蹊跷的是，这
个收费站就设置在103省
道上，可名字却叫呼鄂高
速辅道章盖营收费站。据
了解，该收费站由东方公
路产业集团鑫达公司经
营。

通行卡成了“发财

卡”？

采访中，村民们告诉
记者，设立收费站之初，众
多村民以进出村庄的通道
被阻挡为由，去找收费站
的经营者理论。最终，收费
站的经营者决定给养大车
的村民办理一批通行卡。

与正常通行的车辆相
比，持有这个通行卡的村
民驾驶大货车通过该收费
站时，要节省一多半的费
用。通行卡每年年检一次，
年检费用也由最初的二三
百元涨到了如今的600元。

村民们说，随着时间
的推移，不知为啥大多通
行卡竟然都集中在了村里
少数人的手中，而真正养
大车的村民却一直拿不到
通行卡。

一名村民说：“现在，
村里有的人持有二三十张
通行卡，有的人甚至持有
五六十张通行卡。这些人
大多自己不养车，却把每
张通行卡以每年1.5万元的
价格租给外村的养车户使
用。这样一来，通行卡就成
了村里少数人的发财卡。
有的人每年啥也不干，往
外租卡就能赚取四五十万
元。我们辛辛苦苦跑车拉

煤每天累个半死，一年下
来挣来的钱和人家租卡的
人比，挣的钱简直少得
怜。”

采访中，当记者问及
“现在全村究竟有多少养
车户没有通行卡”时，村民
们说没卡的保守估计也在
150户以上。一名村民对记
者说，这些没卡的养车户
为了节省开支，便开始想
方设法寻找逃费之路。

逃费路上乱象丛生

村民们所说的逃费，
就是从村里另外开辟一条
便道绕过收费站。这是一
条穿村而过的便道，一直
以来驾驶小型汽车的村民
们就是从这里绕过收费站
的。这条便道有的段落为
水泥路，有的段落则就是
土路。

最初，是众多没有拿

到通行卡的村民驾驶着拉
煤的大货车在这条便道上
绕过收费站，继而又有众
多外来的大货车也开始行
驶在了这条逃费的道路
上。

一些村民发现这一情
况后，就开始架起木杆拦
路收费。再后来，拦路收费
的村民还在路边搭建了
简易的彩钢房，坐在生着
火炉的屋子里拦路收费。
据多名村民讲，去年，拦
路收费的村民以每车20
元的价格，仅仅在一天夜
里就狂收了1万多元的过
路费。

去年年底，呼鄂高速
辅道章盖营收费站得到
当地相关部门的授权后，
在章盖营村的逃费便道
出口处安装了一个限高
架，从而彻底堵死了逃费
车的通道。2018年12月23
日，章盖营村众多没有拿
到通行卡的村民来到在
限高架旁边，有的村民搬
来了气焊设备，很快就卸
掉了限高架。随后，村民
成玉、成建清、郭金贵、薛
龙表因涉嫌故意损毁公
私财物，被托克托县燕山
营派出所处以行政拘留7
日，并处罚款500元的处
罚。

4名村民被行政拘留
的同时，当地有关部门还
拆毁了村民私自设立的收
费彩钢房。随后，逃费路上
的限高架又被重新立了起
来。记者前去采访时，很多
大货车都停放在了村里，
车主们说如果不能逃费，
又没有通行卡，这运输生
意就没法子做了。

管委会出面协调沟通

2月11日，记者就此事
来到东方公路产业集团鑫
达公司章盖营收费所采访
时，该所副所长李斌表示
他刚来这里工作一年多，
对以前的情况并不是很清
楚。

李斌说，收费站多年
前确实给章盖营村的村民
办理过一批卡，但具体办
理了多少张他也不清楚。
当初办理这些卡，主要是
为了给村里养大车的村民
提供便利。

当记者问及“如今这
些卡是否已经集中在了村
里少数人手中用于租卡牟
利”时，李斌声称他不清楚

这一情况。不过，该公司上
层领导目前正在与相关方
面协商如何解决村民们与
收费站之间的一些矛盾。
记者又提出是否可以看一
看该收费站的相关审批手
续时，李斌说相关审批手
续都在公司那边。记者又
问是否可以提供该公司领
导的联系方式时，李斌表
示不便透漏。记者又询问

“是否可以告知该公司的
具体办公地址”时，李斌只
是说就在呼和浩特市的绿
地大厦，却不予告知在绿
地大厦的哪座楼的哪一
层。

2月19日上午，记者来
到位于呼和浩特市东二环
的绿地领海大厦，在A、B、
C三座大楼内寻找了很长
时间，也未能找到东方公
路产业集团鑫达公司。

章盖营村村支书姜瑞
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这个收费站的设立确实给
该村的正常出行造成了很
多麻烦。村里的大车小车
只要通过收费站就得花
钱，他本人的车一直也是
从村里的便道绕过收费站
进出村庄的。目前，姜瑞红
正在统计村里究竟有多少
个养车户，当地相关部门
也正在想方设法解决这一
问题。

2月11日下午，托克托
县河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王珍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坦承，章盖营村确实因收
费站的设立产生了逃费、
村民设卡乱收费、超载车
辆压毁村级道路等乱象。
春节前夕，当地相关部门
采取行动拆除村民私设的
收费设施，就是要彻底铲
除这些乱象。

王珍强说：“春节前，
我们与收费站的管理方已
经进行过一次沟通。接下
来，我们首先要统计清楚
村里现有大少辆大车。其
次，如何解决村里的大货
车空车经过收费站回村休
息时也要花钱的问题，收
费站方面是不是应该给留
个空车回村免费通行的道
口，以保证村民的基本出
行权利。第三，解决了空车
进出村庄的问题之后，还
要解决村里重车经过收费
站的问题。既然收费站的
设立给章盖营村的出行造
成了一定的不便，收费站
方面也应该拿出一点诚意
来，给村民一点优惠。”

设在村庄中段的收费站

闲置在村子里的大货车

逃费路上设置的限高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