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追踪

玉泉区交管大队敬告：家长乱停车
抄告学校与学生考评结合

新报讯（记者 艾文涛） 2月28日，随着开学季的到
来，首府交通也重启开学模式，记者从呼和浩特市玉泉区
交管大队获悉，学生家长驾车接送孩子时一定要做到即停
即走，不然有可能被罚款150元记3分直至车辆被拖走，交
管部门还会将家长的违法信息向学校抄告，并与学生日常
考评结合。记者从玉泉区交管大队了解到，为了更好地治
理校园周边拥堵，交管部门与学校联动并出台以下举措：

1.各位开车的家长接送孩子时，要做到即停即走，
不能将车辆长时间停放等候，如有此类行为，交管部
门将对此类违法行为进行上限处罚，车内有人的，按
交法规定现场处罚，罚款150元记3分。车内无人的，按
照有关规定用清障车将车辆进行拖移。

2.对于家长的此类违法行为，交管部门将进行登记备
案并抄送至学校，学校将委派专人进行备案并通知至各班
班主任，老师将针对此类情况，与学生日常考评结合。

3. 骑车的家长请按学校指定的接送点接送学生，
避免造成校门前不必要的拥堵。

记者了解到，交管部门和辖区学校已经以告家长
一封信的形式将上述举措告知家长。

首府道路开启上学模式
大数据告诉你哪儿堵

新报讯（记者 艾文涛） 开学期间呼和浩特市学
校周边路口车流、人流大幅度上升，路口通行率会大
大下降，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指挥中心通过视
频监控巡查巡检发现以下路段车流量较大。

城区内：1. 新华大街与通道北路路口北向南方向
车辆较大。2.胜利路与呼伦贝尔北路(桥北）路口北向
南方向车流量较大。3. 新建东街与昭乌达路路口东向
西方向车流量较大。4. 新华西街与阿拉沁北路东向西
方向车流量较大。5. 东影南路与新华东街南北双向车
流量较大。6. 兴安南路与东影南路西向东方向车流量
较大。7.鼓楼立交桥上由东向西车流量较大。8.海拉尔
大街与哲里木路路口南北双向车流量较大。

快速路：1. 南二环兴安南路路段东向西方向车流量
较大。2.南二环快速路辅路与昭君路口西向东、南向北车
流量较大。3.南二环快速路辅路与锡林郭勒南路路口西向
东方向车流量较大。4.北快速路哲里木路段东向西车流量
较大。5.北二环桥下与呼伦贝尔北路北向南车流量较大。

新报讯（首席记者 张

弓长） 2月21日，本报以
《章盖营，困在黄河湾里的
运输村》为题，对呼和浩特
市托克托县章盖营村很多
村民多年来一直以养大车
跑运输为生，可村民们运输
生意因一个收费站的存在
而变得困难重重的情况进
行了调查报道。报道刊发
后，引起了自治区交通运输
厅和自治区收费公路监督
管理局等部门的重视。2月
28日，自治区收费公路监督
管理局专门给本报记者发
来了一份题为《关于核实
〈章盖营，困在黄河湾里的
运输村〉有关情况的说明》。

这份说明中写道，2月
21日，《北方新报》等媒体
刊发《章盖营，困在黄河湾
里的运输村》的报道后。自
治区交通运输厅高度重
视，要求自治区收费公路
监督管理局立即进行核
实。22日，该局组成专项工
作组，由分管领导带队走
访了章盖营村委会，实地
查看了收费站和村内道路
等，与章盖营收费站所长
斯琴毕力格、章盖营村委
会主任薛全乐以及当地派
出所所长杨建东进行了座
谈沟通，现将有关情况说
明如下：省道103线呼市至
蒲滩拐段公路由鄂尔多斯
市民营企业鄂尔多斯东方
控股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内
蒙古鑫达公路发展有限公
司运营管理。该段公路连
接呼和浩特、薛家湾、东胜

等地，收费站处在托克托
县大唐火力发电站和嘉禾
煤炭物流园区之间，是重
要的运煤路线。一是收费
项目方面，根据《内蒙古自
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参
照BOT方式建设省道103
线呼和浩特市至城壕高速
公路收取车辆通行费的批
复》（内政字〔2003〕202号）
建设。二是收费站设立方
面，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人
民政府关于同意省道103
线呼和浩特至城壕高速公
路呼和浩特至蒲滩拐段设
立收费站的批复》（内政字
〔2006〕309号），一并设立
高速公路和辅路二级公路
收费站。章盖营收费站和
白庙子收费站为高速公路
辅路收费站，两站为一收
一验，收费期限为30年，经
营性质为BOT模式，于
2006年12月5日开始收费，
目前尚未到达收费期限。
2017年5月1日自治区取消
全区所有政府还贷二级公
路收费，该段公路为经营
性二级公路，因此不在取
消范围之内。三是收费标
准方面，执行《内蒙古自治
区发展改革委财政厅交通
运输厅关于重新核定全区
车辆通行费收费标准的通
知》（内发改费字〔2017〕
816号），对货车实行计重
收费，2.5元/吨/车次，客车
为车型收费。经核实，该段
公路收费站设立程序合
法，收费标准符合（内发改
费字〔2017〕816号）规定。
四是对附近村民的优惠减
免方面，根据自治区（内发

改费字〔2017〕816号）有关
规定，对收费站周边10公
里以内的村庄车辆，收费
公路经营管理单位可适当
给予通行费减免优惠。收
费公路经营管理单位为减
轻本地村民出行负担，制定
了相应的优惠措施，联合村
委会采取发放优惠通行卡
方式，分别对小型客车免费
通行，对货车装载货物时按
车型收费，对空车免费通
行，通行优惠卡实行一年一
验并收取一定费用。

说明中还提到，对于
报道中涉及的问题，经核
实，一是绕道逃费的问题。
因章盖营收费站距章盖营
村较近，村内遍布农村公
路和自然路，长期以来，车
辆绕行章盖营收费站逃费
的行为比较严重，给通行
费收入带来一定损失。二
是私设站卡收费的问题。
村民以车辆绕行碾压农田
和路为理由，私设站卡收
取几元至几十元不等，比
收费站收费低很多，因此
助长了司机的绕道逃费行
为。三是倒卖、出租优惠通
行卡的问题。村民利用车
辆过户、报废等情况用原
有车辆通卡采取套牌等手
段对通行卡进行倒卖出
租，从中获利。四是打击私
设站卡收费的问题。2018
年12月，当地政府和交通
运输局、公安局等部门，结
合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严
厉打击村内私设站卡收费
的违法行为，拆除了私自
设卡收费的临时房屋，在
村口设置限高架2处，货车

途经收费站时不能绕行，
“利益受损”，由此外地货
车司机产生不满情绪，是
该收费站出现问题的主要
矛盾和原因。

说明中还说，接下来，
该局将加强收费公路行业
监管，要求内蒙古收费公
路监督管理局呼和浩特分
局下达 《责令整改通知
书》，加强跟踪监督，限期
整改，同时通知呼和浩特
市交通运输局要进一步落
实行业监管主体责任。此
外，该局还要求收费站和
村委会进一步规范对本地
村民减免通行费的行为，
对发放的优惠通行卡实行
实名制管理，确保卡、车
辆、车主信息统一。目前，
公路经营管理单位已经协
调村委会计划于3月1日起
为村民重新办理优惠通行
卡。与此同时，又要求收费
公路经营管理单位要积极
配合托县政府、公安机关、
村委会等单位结合扫黑除
恶专项行动，继续治理、打
击偷逃通行费、倒卖出租优
惠通行卡，防止村内出现私
设站卡收费的行为，保障通
行费征收秩序。该局将联合
自治区相关部门，开展收费
公路方面的调研，及时发现
问题，及时解决问题。

自治区收费公路监督
管理局在说明中还特别提
到：“感谢北方新报社长期
以来对交通运输行业的关
心和支持，今后我们要继
续密切沟通、合作，共同为
交通运输行业健康稳定发
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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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报讯 （记者 刘

惠）2月26～28日，呼和浩特
新机场总体规划评审会在
呼和浩特召开。来自国内
机场规划、机场运行、空域
规划等领域知名专家组成
评审专家组，以及民航局、
民航华北地区管理局、内
蒙古监管局、自治区及呼
和浩特市两级相关职能部
门及有关单位近200人参
加了会议。这意味着新机
场即将进入实质性的实施
阶段。

2月26日，记者跟随评
审专家组来到新机场拟建
场址和林格尔县巧尔什营
镇境内，对新机场进行了
实地踏勘，场址中心点距
离市区不到30公里，周边

的房屋已经基本拆迁完
毕。

2月28日，记者在呼和
浩特新机场总体规划评审
会正式会上了解到，机场
迁建工作自启动以来，各
项工作顺利推进，除可研

获得国家发改委审批外，
新机场征地拆迁已完成
97％，新机场施工进场路
完成总投资的67％，新机
场试验段已完成工程总量
的80%；与金砖新开发银
行、国开行、农行等金融机

构达成项目贷款意向，并
初步形成引入民间资本参
与机场建设方案。

据介绍，新机场工程
定位为国内重要的干线机
场、一类航空口岸机场、首
都机场的主备降机场、区
域枢纽机场，是连接我国
与蒙古国、俄罗斯、亚太区
域和欧洲的重要纽带，是
我国向北开放的桥头堡。
本期工程飞行区跑道滑行
道系统、航站楼主楼按照
满足2030年旅客吞吐量
28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32万吨的目标设计，航站
楼指廊、货运、航食等按满
足2025年旅客吞吐量2200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20万
吨的目标设计。主要建设

内容包括：机场工程新建
两条间距2000米的平行跑
道及滑行道系统，南跑道
飞行区等级指标 4F，长
3800米、宽60米；北跑道飞
行区等级指标4E，长3400
米、宽45米，两条跑道主降
方向均设置II类精密进近
系统，次降方向均设置I类
精密进近系统。建设26万
平方米的航站楼、125个机
位的站坪、5万平方米的交
通换乘中心、9.5万平方米
的停车楼；空管工程建设1
座塔台和7879平方米的空
管保障用房；供油工程建
设1座机场油库、1座航空
加油站和2座汽油加油站
以及场外输油管线、机坪
加油管线等。批复项目总

投资223.7亿元，其中机场
工程投资210.5亿元、空管
工程投资6.8亿元、供油工
程投资6.4亿元。

专家组意见认为，呼
和浩特新机场总体规划的
编制内容及深度基本达到
相关规范要求，符合机场
规划与建设适度超前的
基本原则，符合中国民航
局提出的建设“四型机
场”的总体要求，根据本
次评审意见相应进行调
整和完善后，为指导呼和
浩特新机场近期建设和
控制远期规划用地及净
空，适应呼和浩特社会经
济发展、城市规划定位发
展和航空业务量增长，提
供了依据。

呼和浩特新机场：国内重要的干线机场
评审专家组在新机场拟建场址和林

格尔县巧尔什营镇境内进行实地踏勘

章盖营村民今日起重新办理优惠通行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