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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因：高速收费，重型半挂
货车借道劳动路

近日，记者接到位于开封
市顺河区劳动路上的江南人家
部分业主的求助，他们称自从
高速恢复收费以后，开封市劳
动路北段就成了大批重型货车
通行的主要路段，每天不分昼
夜过大车。严重超载的重型半
挂车不仅将该路段辗轧得坑洼
不平，同时产生的噪声还让他
们苦不堪言，大货车经过时，他
们在家里能感觉到地面“呼呼
隆隆”震动，严重影响到了他们
的日常休息。他们多次拨打
110报警，多次拨打市长热线，
但一个多月了，问题没得到解
决，情况却越来越严重。

“这些重型半挂车不仅速
度很快，有的目测超过八十码，
而且噪声很大，“呼呼隆隆”地
就闯过来了。这些货车大部分
是从河北拉满了石子和沙土，
过黄河浮桥经开柳路、复兴大
道、劳动路、新曹路一路向东拉
到开封市祥符区的一些商砼
站。劳动路附近居民区很多，也

是开封市区一条比较繁华的商
业路。劳动路南接新曹路北接
苹果园南路，两个路口都有禁
行大货车的标志，为什么这些
被严格禁行的‘百吨王’能够进
入市区横行无阻呢？”江南人家
的业主朱先生非常气愤地说。

现场：闯禁行货车被封堵，
劳动路成停车场

6月 6日中午12点，炙热
的太阳烘烤着大地，记者来到
开封市劳动路与新曹路交叉口
附近，看到有不少前四后八的
重型半挂车卷起一阵尘土，成
群结队地呼啸而过。“我们不堪
其扰，曾经拦下这些货车，货车
司机告诉我们因为高速收费，
从城区过可以省200多元钱的
过路费。”江南人家的业主强子
告诉记者。

6月7日晚8：00，记者再
次来到开封市劳动路北段，看
到四辆重型货车正被周围居民
堵在路上，其中还有一辆挂着

“危险品”的油罐车，整个路段
拥堵不堪。看到记者采访，附近

江南人家和东方明珠的业主七
嘴八舌地告诉记者，大货车在
该路段畅通无阻已经一个多月
了，他们向政府各个部门求助，
没有人管。“我家里有一个两个
月大的孩子，根本就没法休息，
好不容易哄睡着了，大货车‘呼
呼隆隆’的，又惊醒了。”江南人
家业主朱先生告诉记者。“我们
家有个初三学生，下个月该中
考了，孩子晚上休息不成，我急
死了。另外劳动路被碾轧得坑
洼不平，到处都是大地窝。”江
南人家业主王女士告诉记者。

明明是重型货车禁行的市
区道路，为何出现大批的超载
货车闯禁行的现象？记者走访
发现，闯禁行的货车以豫G开
头的牌照居多，也有部分来自
山东的货车。部分山东货车司
机告诉记者，他们是外地人，对
开封周围路况不熟悉，看到有
本地牌照的货车从这里过，他
们就跟着过来了。由于劳动路
与新曹路交叉口设置的限行牌
太小又被树遮着，货车司机驾
驶室高，不能第一时间发现。另
外，劳动路与新曹路交叉口西

向和南向路口都有限高杆，他
们只好北转进入劳动路北段。

“我们是外地人，不了解具体路
况，跟着导航就走过来了，发现
禁行牌就已经晚了，希望劳动
路口的禁行牌能设置在东边的
一个能分流货车的大路口，这
样我们就不会进入市区了。”山
东的货车司机一肚子牢骚。

据部分悬挂豫G牌照的货
车司机称，他们是从黄河北过
来的，因为超载上不了高速，于
是从黄河浮桥过河沿开柳路经
复兴大道上的劳动路。

探访：悬挂豫G牌照的重
型超载货车列队过浮桥

为什么一些超载的重型货
车能过浮桥呢？6月10日凌晨
2：00左右，记者跟随着这些货
车来到位于开封市开柳路北段
的开封黄河浮桥一探究竟。记
者在现场看到大批的超载重型
货车正在排队准备通过浮桥，
其中有不少老百姓俗称的“百
吨王”。记者发现在浮桥收费口
一辆重型货车正在交过桥费，
于是上前询问。“师傅，得交多
少过桥费啊？”记者问。“300
元。”师傅答。“你车拉了多少货
啊？”“100多吨吧，120吨。”记
者注意到，浮桥收费工作人员
收费后，没有开具任何票据。随
后货车司机们告诉记者，他们
想多拉快跑，因为超载上不了
高速，就只好从黄河浮桥通过。

根据《河南省浮桥管理办
法》第十八条之规定禁止营运
客车、超过浮桥限定吨位的车
辆、超限超载车辆、运输剧毒化
学品的车辆通过浮桥。浮桥渡
运企业应当制止禁行车辆通过
浮桥。6月10日下午，记者联
系了开封黄河浮桥有限公司总
经理范圣坤，他明确告诉记者，
只有车货总重55吨以下的货
车才能通过黄河浮桥，超载的
货车即使逃过了超限站，也严
禁过浮桥。记者问他为何在现
场看到有装载超过100吨的货
车过浮桥呢？范圣坤说：“那是
司机吹牛，‘百吨王’肯定过不
来，有限高杆管着呢。”

调查：交警称不是他们一
个部门所能控制

开封劳动路重型货车闯禁
行一个多月，为何迟迟没有处
理呢？对此，苹果园派出所的杨
所长告诉记者，居民反映大货
车扰民的事情，他们所已经向
上级领导汇报了，正在研究解
决中。

开封市交警一大队副队长
翟青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劳动路口限制牌上写着货
车5点到24点是禁行的。但如
果办理了通行证，可以过。现在
也不知道这些闯禁行的货车有
没有通行证，只有查。另外，即
使办理了通行证，在高峰期也
禁止通行。危险品车如果有通
行证照样可以通行，只要在禁
止通行的时间段外，都可以通
行。有通行证的情况下，在设置
的时间段按设置的路线可以通
行，不受设置的限行牌限制。另
外，翟副队长告诉记者，“如果
看到‘百吨王’从这里过，发现
了都会处理。但查处超载车不
仅仅需要交警部门，还需要交
通部门。超吨不是交警一家所
能处理的。”当记者询问劳动路
是不是唯一一条允许货车通过
的南北向的道路时，翟副队长
告诉记者不是，他也不知道这
些货车为何都从这里过。

6月10日12点左右，午高
峰，记者现场统计，劳动路上
44秒内就有7辆重型货车扎
堆闯禁行。

6 月 10 日晚 9：00 到晚
12：00，开封市劳动路再次成
为闯禁行的重型超载货车的停
车场。顺河区区政府和社区工
作人员现场告诉周围居民，他
们将尽快解决问题，尽快给出
答案。

开封市劳动路重型货车全天闯禁行
午高峰时44秒内扎堆闯过7辆重型货车 一些“百吨王”排队从开封黄河浮桥而来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联胜 文图

2020年5月26日，开封市召开了“清剿百吨王”百日攻坚专项行动部署会，会议要
求严厉打击非法改装、超限超载运输行为，坚决遏制执法人员不作为、乱作为、内外勾结，
为超限超载车辆充当“保护伞”，会议要求严格落实“一超四罚”相关要求。然而自2020
年5月以来，开封市劳动路北段成了重型货车通行的天堂，每天不分昼夜，成群结队的前
四后八重型半挂车在这里畅通无阻，老百姓俗称的“百吨王”也不分时段呼啸而过。路面
被轧得坑洼不平，货车带来的噪声让临路居民不堪其扰。

开封市劳动路，一些危化车也因闯禁行被堵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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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销售总额为 419508 元，中奖总金额为
22621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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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796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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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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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晚，体彩大乐透第
20048期开奖，这也是“9.9亿元
大派奖”的第19期开奖，当期开
出号码“03、09、10、15、16”，后区
开出号码“07、09”。当期通过
3.26亿元的全国发行量，为国家
筹集彩票公益金1.17亿元。

当期全国共中出6注一等
奖。其中4注为1745万元（含
692万元基本投注奖金+277万
元基本投注派奖奖金+553万元
追加奖金+222万元追加派奖奖
金）追加投注一等奖；分别出自湖
南娄底、广东佛山、云南红河（2

注）。2注为692万元基本投注头
奖，分别落在浙江嘉兴、安徽滁
州。

对比可见，由于此次大乐透
派奖活动只针对追加投注，当期
来自湖南、广东、云南的4注追加
头奖幸运儿，每注奖金比浙江、安
徽中奖者多拿了1053万多元，大
乐透追加投注的实惠显而易见。

据统计，当期“幸运奖”共派
送1849万元。

二等奖开出92注，每注奖金
为14.54万余元；其中52注采用
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11.63

万余元。追加后，二等奖单注总奖
金为26.17万元。在52注追加投
注二等奖中，有20注收获幸运奖
派奖。

此外，“加油中国”“光芒焕
新”3元幸运奖共送出1484640
注。

奖池方面，当期开奖结束
后，4.64亿元滚存至6月13日
（周六）开奖的第20049期。届时，
一等奖将继续派送2000万元，
幸运奖派奖余额为9961万元。提
醒广大购彩者朋友，在购买大乐
透的时候别忘记追加哦！河体

派奖第19期大乐透开6注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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