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19日，高德地图
联合国内6所研究机构发
布的《2019年Q2中国主
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下
称“报告”）显示，郑州是国
内6个汽车保有量“超高”
城市之一，不过其交通健
康度在同等级城市中较
好。同期公布的“国内堵
城50强”中，郑州居第26
位，优于西安、武汉、长沙、
合肥。洛阳居第40位，交
通健康指数较高。当季
“最堵国内城市”的称号，
被重庆领走。

首个 ETC 门架系统亮
相，全新多功能

7月19日上午9时，在商
登高速K162+732处，虽然天
气炎热，但现场施工的场面
繁忙有序。一辆大型吊车正
在作业，吊臂下悬挂着我省
第一个ETC门架。

据介绍，ETC门架系统
是取消省界收费站、实现电
子不停车收费的重要设施。
该全新系统除了具备通行车
辆分段计费功能，同时还兼
具流量调查、视频监控、超速
筛查等功能，实现车辆快速
不停车通过和精确计费，可
以说是高速公路收费系统推
出的“神器”。

按照《河南省深化收费
公路制度改革取消高速公路
省界收费站实施方案》部署，
我省高速公路将在 2019 年
10月底前建成1146处ETC
门架系统，改建1954条ETC
车道和 ETC/MTC 混合车
道，升级全省主干通信网和
收费系统，12月底前拆除30
个省界收费站。

按照国家取消高速公路
省界收费站总体部署，我省
新安装的ETC门架系统将于
11 月开始进入联调测试阶
段，2020年1月1日正式投入
使用后，将全面实现高速公
路电子不停车快捷收费。

省交通运输厅有关负责
人表示，首个ETC门架系统
吊装成功，标志着我省取消
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工程正
式进入建设施工阶段，也预
示着我省取消高速公路省界
收费站工程建设进入第二阶
段。下一步全省取消高速公
路省界收费站工作将按照总
体部署，倒排工期、精心组
织、强化举措，全面推进其余
各项工程加快建设，坚决打
赢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
攻坚战，如期高质量完成目

标任务。

安装ETC畅行高速还有
优惠

据了解，为保证工程建
设如期开工，我省已完成高
速公路省界收费站撤站工程
建设方案和初步设计，未来
ETC门架系统将在全省高速
公路省界处全面建设。还有
从2020年 1月 1日起，除国
务院另有规定外，各类通行
费减免等优惠政策，都将依
托ETC系统实现，因此车辆
安装ETC设备将成为趋势。

为了鼓励、引导群众安
装、使用ETC高速公路通行
收费系统，我省已部署ETC
车载装置免费安装工作。截
至目前，我省14家合作银行
均可申请免费安装 ETC 设
备，尤其是建设银行、邮储银
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四
家银行，持现有的信用卡或
借记卡，即可在相应的银行
网点，免费安装ETC车载装
置。下一步，将有更多的合
作银行开展上述免费安装业
务。

安装、使用ETC后，行驶
高速公路可以享受通行费九
五折优惠，个别合作银行还
有通行费折上折等更高的优
惠活动。同时，还可使用微
信ETC生活小程序，在线申
请、提交订单后，“足不出户、
车不出库，一站式办理”，合
作物流派送并上门安装。

另外，河南还将大力发
展ETC在机场、火车站、客运
站、停车场等涉车场所应
用；组织公务用车、国有企业
车辆及特种车辆率先完成
ETC安装；组织相关运营企
业完成营运车辆ETC安装，
实现ETC设备与出租车计价
器之间通信，方便出租车乘
客获取通行费发票。

郑州汽车保有量超高
交通状况相对良好

郑州，是国内6个汽车
保有量“超高”城市之一。

这是 19 日发布的“报
告”，向河南百姓打开了对

“另一个郑州”的认知。曾在
6月，郑州市交警支队公开一
项数据，截至当月，郑州机动
车保有量已达 414.3724 万
辆。400余万台机动车连起
来，能绕郑州的四环线约
200圈。

不过，汽车保有量“超

高”的城市，并非只是车多。
如高德地图有关人士介

绍，该项分级充分考虑城市
间交通发展规模的差异性。
如，城市的框架规模、路网规
划、交通资源分配状况、不同
时段通行时长等等，通过多
维度计算，将全国50个主要
城市划分为“超高”、“高”和

“中”三个可比区间。与郑州
同期进入“超高”汽车保有量
城市行列的，还有苏州、成
都、上海、重庆、北京。显然，
郑州的城市框架与汽车保有
量，还达不到京、沪两个超级
城市的级别。

郑州跌出堵城榜前20
洛阳排第40名

相较于第一季度，郑州
第二季度跳出堵城榜排名前
20，拥堵程度在全国主要城
市中的排名大幅下降。而洛
阳也由今年首季度堵城榜第
23名，排到第40名。但山城
重庆延续了第一季度的拥堵
状况，高居堵城榜首位，成为
堵城之最。

第二季度，郑州在中国
堵城排行榜排名第26位，成
功跳出“国内堵城20强”行

列。而在第一季度同题报告
中，郑州排名则在第10名，
从排名来看，郑州拥堵程度
已得到有效缓解。

结合具体数据来看，郑
州第二季度交通健康指数为
72.48%，六项堵城评选指标
中有三项高于50城市均值，
其中路网高延时运行时间占
比相比其它指标表现较差。
第二季度高峰拥堵延时指数
1.65，即高峰出行时间是畅
通状态下的1.65倍，高峰平
均行车速度28.16km/h。

其中，郑州金水区是第
二季度全市最拥堵的区域，早
晚高峰路上花费的时间是畅
通状态下的1.77倍。而拥堵
天数最多的道路，是祥云路从
郑新快速通道到龙湖大道由
东向西的方向，共有44天。

洛阳市第二季度交通健
康指数为81.45%，六项堵城
评选指标有五项低于50城
市均值，高峰平均速度相比
其它指标表现较差。洛阳市
第二季度高峰拥堵延时指数
1.539，高峰平均行车速度
25.79km/h。其中，洛阳西
工区是最堵区域，早晚高峰
路上花费的时间是畅通状态
下的1.95倍。

堵城“郑”被治愈 逃出全国排名前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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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杨霄 丁洋涛

全新ETC收费“神器”亮相
除收费外还能查超速、测车流

河南取消高速省界收费站工程开建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邵可强 实习生 苏蓬莉

我省今年年底前将取消30个高速省界收费站，
新的收费系统已经公开亮相。7月19日上午9时，
河南省第一个ETC门架在商登高速K162+732处
吊装完成，标志着我省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工
程正式进入建设施工阶段。

新的收费系统，具备通行车辆分段计费、流量调
查、视频监控、超速筛查等功能，实现车辆快速不停
车通过和精确计费。预计今年11月开始进入联调
测试阶段，2020年1月1日正式投入使用。

截至当月，郑州机动车保有量已达414.3724万
辆。这些机动车连起来，能绕郑州的四环线约200圈。

第一季度
第23名

上季度郑州、洛阳分列全国堵城第26位和第40位 两城拥堵程度较之前都有所缓解

解除劳动合同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及公司规章制度，

杨 建 云 41150219840221003X； 李 国 娥
413001197311252545；代冬云413023197111107325；
孙 磊 412828199011033035； 王 梅
413001198002026522；时秀霞413001197010022527；
陶 杰 413001197709200040； 张 玉 凤
41300119780222352X；余良琪413001198603256518；
徐涛413001198606253013；因在学习并签订过现场禁令
承诺书的情况下，仍违反经营纪律，违规套取用户卡现金及
积分，违反加油站现场管理禁令，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我公
司决定于2019年5月30日与你解动合同，现通过公告方
式予以送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你本人或依法委托他人可在本公告刊登后40日内
到公司办理离职手续，逾期后果自负。

特此公告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河南信阳分公司

2019年7月20日

王洋同志：
因你从2018年11月17日起至今，

已经超过186天无理由长期旷工，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及公司规
章制度，我公司决定于2019年5月30日
与你解除劳动合同，现通过公告方式予
以送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

你本人或依法委托他人可在本公告
刊登后40日内到公司办理离职手续，逾
期后果自负。

特此公告。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信阳分公司
2019年7月20日

解除劳动合同公告

郑州第二季度高峰平均行车速度28.16km/h
洛阳第二季度高峰平均行车速度25.79km/h

郑州 第二季度
第26名

第一季度
第10名

洛阳 第二季度
第4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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