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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护公路及其附属设施完好，保障

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维护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全力预防和遏制重特大道路

交通事故，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现将

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有关事项通

告如下：

一、严格通行管理。机动车载物应当

符合核定的载质量，严禁超限超载。禁止

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改变货物运输车辆

的外廓尺寸和主要承载构件。货物运输

车辆的车货外廓尺寸、轴荷、总质量超过

国家规定标准或载物超过核定载质量，禁

止行驶公路（高速公路、国省道、县乡

道）。载运不可解体物品的超限超载货物

运输车辆确需在公路上行驶的，货运经营

者应当依法取得并随车携带超限运输车

辆通行证，按照指定的时间、路线、速度行

驶，悬挂明显标志并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

二、严格源头监管。从事煤炭、钢材、

水泥、砂石等货物装载的集散地及货运站

（场）的经营者，不得为无号牌、无行驶证、

无车辆营运证的货物运输车辆装载货物，

不得超过规定标准装载货物，不得放行超

限超载货物运输车辆，确保出场（站）车辆

合法装载。货运经营者应加强对车辆的

维护和检测，不得使用报废、擅自改装和

其他不符合国家规定的车辆从事道路运

输经营，禁止无证经营的车辆从事经营活

动。生产（改装）、销售企业应按国家规定

标定载重量，不得生产（改装）、销售不符

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和技术数据要求的

货物运输车辆。

三、严格联合执法。交通运输综合执

法机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公路、

货运源头等区域，依托公路超限检测站全

面实施联合执法。对于未设置公路超限

检测站的公路和高速公路出入口、停车

区、服务区及超限超载运输行为多发路

段，对货物运输车辆开展流动检测。在货

运主通道、重要桥梁入口及货运流量较大

的路段和节点，设置车辆检测等技术监控

设备，依法查处违法超限超载运输行为。

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机构有权查阅和调取

公路收费站货物运输车辆称重数据、照

片、视频监控等有关资料，经确认后可以

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高速公路经营者

应当在高速公路入口设置超限超载检测

设备，对超限超载货物运输车辆实施劝

返，不得放行超限超载货物运输车辆驶入

高速公路。

四、严格追究责任。货物运输车辆超

限超载的，由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机构负责

检测车辆装载情况，并监督消除违法行为，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按照超限超载比

例，依法处罚，对途经固定超限检测站（点）

违反禁令标志和禁止标志指示的交通违法

行为，实施非现场处罚。货运源头单位违

反装载规定或放行超限超载货物运输车辆

的，由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机构责令改正，处

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企业生产

（改装）、销售的货物运输车辆不符合国家

安全技术标准和技术数据要求的，移送有

关部门依法处罚。单位或个人擅自改变货

物运输车辆的外廓尺寸和主要承载构件

的，由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机构监督消除违

法行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处

罚。货物运输车辆一年内违法超限超载运

输超过三次的，吊销营运证。货物运输车

辆驾驶人一年内违法超限超载运输超过三

次的，责令其停止从事营业性运输。道路

运输企业一年内违法超限超载运输的车辆

超过本单位车辆总数百分之十的，责令停

业整顿；超过百分之三十的，依法吊销其道

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并向社会公告。超限

超载车辆发生亡人以上道路交通责任事故

的，一律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任人和企业

负责人的责任。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

载工作人员违法违纪的，依法依规对直接

责任人员及有关部门负责人给予处分，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本通告自2018年 9月 1日起实施。

河南省交通运输厅 河南省公安厅
2018年8月30日

□本报记者 宋敏

《河南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
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于 2018年
6月 1日经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于
今年 9月 1日起正式施行，对加强全省
治超工作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为
了帮助社会各界更好地了解《条例》主
要内容和政策要求，记者专访了省交通
运输厅执法总队负责人。

1.记者：请您介绍一下《条例》出台

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意义？

答：公路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
础设施。“要想富、先修路”已成为社会
各界广泛共识。目前，全省公路通车总
里程达 26.8 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达
6523 公里。在公路建设大发展的同
时，各类破坏、损毁公路及附属设施的
现象也时有发生，特别是货车超限超
载，严重破坏公路桥梁基础设施，极易
引发道路交通事故，危及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据不完全统计，70%的重大
交通事故由超限超载引发，50%的群死
群伤事故与超限超载有关，超限超载已
成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一大难点。
我省是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运输枢纽，
也是原材料和大宗货物集散地，营运货
车达 100 万辆，道路货运行业人员近
200万人，过境车辆多，加之货运市场
准入门槛低，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个别人员法制观念淡薄，受利益驱动铤
而走险，非法改装车辆超限超载运输，
个别地方货运车辆集结闯岗、干扰执
法、暴力抗法现象时有发生，货车超限
超载现象比较突出，扰乱运输市场秩
序，公路设施损毁严重，交通事故高发
频发，人民群众出行安全和生命财产安
全受到严重威胁。同时，我省是交通运
输部确定的执法体制改革试点省份，
2015年年底省、市、县三级完成了改革
任务，新组建的交通运输执法机构在治
超执法工作中面临着诸多瓶颈问题，需
要制订出台专门法规加以解决。

《条例》是我省出台的第一部治超工
作地方性法规。立法期间，省人大先后
赴省内外开展立法调研，多次集体讨论、
征求意见和反复论证。《条例》既注重与
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相互衔接，全
面吸纳国家治超规范性文件要求，又注
重从我省实际出发，认真借鉴外省实践
经验和做法，突出地方立法特色，增强可
操作性。《条例》从法制层面对执法主体
资格、联合执法、源头治超、有奖举报等
相关内容进一步规定和固化，是新时期
我省依法治超的总章程，为治超工作提
供了更加有力的法规支撑，对于有力推
动我省建立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
效、保障有力的执法体制，更高效地保障
公路的完好、安全和畅通，确保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必将
开创我省治超工作新局面。

2.记者：请问《条例》在落实各方治

超责任上有哪些规定？

答：《条例》具有很强的法律效力和
实际操作性，明确了市县政府、职能部门
和相关单位的权力和责任，规定了货运
源头单位、道路运输企业等应履行的责
任和义务。同时，《条例》对路面联合执
法、高速公路治超、科技治超、信用治超
等，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和细化。一是明
确了市、县政府的治超主体责任。要求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
域内治理货运车辆超限超载工作的领
导，将治理货运车辆超限超载工作纳入
年度工作目标考核体系，建立健全政府
主导的联席会议制度和联合执法机制，
实行目标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并将所
需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二是厘清了
职能部门的监管责任。规定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负
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理货车超限超载工

作，由其所属的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机构
和公安交管部门依据职责分工具体负
责。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革、工业
和信息化、市场监督管理、自然资源、水
利、应急管理等有关职能部门依照有关
法律、法规规定和职责分工，做好治理货
运车辆超限超载工作。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支持并协助有关职
能部门做好本辖区内的治超工作。三是
界定了源头单位应履行的义务。明确了
货运源头单位必须履行的相关责任和义
务，并不得出现违反《条例》规定的各类
情形。要求各级交通运输、公安、自然资
源、市场监督等部门在当地政府的统一
领导下，负责对辖区内货运源头单位进
行监督检查和管理。

3.记者：源头治超是抓好治超的关

键，请问《条例》对加强源头治超有哪些

“硬招”？

答：我们经常提到的源头治超，主
要包括车的源头和货的源头两个方
面。一个是车的源头：《条例》第六条规
定，企业生产、销售的货运车辆外廓尺
寸、轴荷、质量限值等应当符合机动车
国家安全技术标准，其车辆技术数据应
当按照国家规定和设计规范标定。不
得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
和技术数据要求的货运车辆。违反此
规定的由工业和信息化、市场监督管理
等部门依法处罚。一经发现擅自改变
货运车辆的外廓尺寸和主要承载构件，
由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机构或者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拆解，并依法予以
罚款；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道路运
输管理机构对不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
准和非法改装的货运车辆一律不予登
记、发放证件和年检合格证明。另一个
是货的源头：《条例》第七条规定，从事
煤炭、钢材、水泥、砂石等货物装载的集
散地以及货运站（场）的经营者应当遵
守相关规定，即明确装载、计量、放行等
有关从业人员职责，建立并明确责任追
究制度；配置符合国家标准的货运计量
和监控设备；对货运车辆的行驶证、车
辆营运证和驾驶人的从业资格证等基
本信息进行登记；为货运车辆如实计
重、开票、出具装载证明；建立货运车辆
装载登记、统计制度和档案；接受执法
人员的监督检查，如实提供相关资料。
违反此规定的由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机
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
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同时，《条
例》第八条规定，货运源头企业不得为
无号牌或者无车辆行驶证、车辆营运证
的车辆装载货物；不得超过规定标准装
载货物；不得放行超限超载货运车辆。
违反此规定的，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机构
将按照《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处一万
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4.记者：《条例》突出强调了联合执

法，请问对交通公安开展治超联合执法

是如何规定的？

答：按照交通运输部和公安部治理
车辆超限超载联合执法常态化制度化
的有关要求，各地交通运输、公安部门
要在普通公路、高速公路、货运源头等
区域全面实施联合执法，构建严密的治
超网络。在实际工作中，由交通运输执
法人员或公安交警指挥引导车辆，也可
以通过交通指示标志引导货车检测，交
通执法人员负责称重检测，确认未超过
超限超载认定标准的车辆直接予以放
行；对经检测确认的超限超载车辆，交
通运输执法人员监督消除违法状态，公
安交警予以罚款记分。为了进一步固
化上述联合执法的经验做法，《条例》第
十一条明确规定，超限检测站应当实行
交通运输执法人员和公安交通警察驻
站联合执法。《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经
检测认定的超限超载货运车辆，载运可
解体物品的，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机构或

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扣留车
辆并责令承运人自行卸载、分装；拒不
卸载、分装的，可以代为卸载、分装，所
需经费由承运人承担。同时，《条例》第
二十七条规定，对故意堵塞超限超载检
测站点通行车道、强行通过超限超载检
测站点或者以其他方式扰乱超限超载
检测秩序的由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机构
强制拖离或者扣留车辆，并处一万元以
上三万元以下罚款；采取短途驳载、安
装影响监测装置等方式逃避检测的，由
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机构责令改正，并处
一万元罚款。

5.记者：《条例》对开展流动联合治

超有哪些规定和要求？

答：为进一步强化流动治超联合执
法，《条例》第十二条规定，交通运输综
合执法机构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可以在高速公路出入口、停车区、服务
区以及普通公路超限超载运输行为多
发路段，对货运车辆开展流动检测。流
动治超是对固定治超的有效补充，是预
防货车短途驳载、绕线行驶的重要举
措。流动治超应当依托公路超限检测
站或流动超限检测点，由交通执法、公
安交警共同组织实施，各地流动超限检
测点的设立要符合交通运输部、公安部
联合执法常态化制度化实施方案明确
的六项设置要求，并向社会公布。

6.记者：《条例》对加强我省高速公

路治超工作有何创新性举措？

答：为切实加强我省高速公路的治
超工作，《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新建高速
公路的建设管理单位应当在高速公路入
口设置超限超载检测设备、劝返车道和
卸货场；已建高速公路的经营者应当对
高速公路入口进行改造，加装超限超载
检测设备；高速公路经营者不得放行超
限超载货运车辆驶入高速公路，应当对
超限超载货运车辆实施劝返。超限超载
货运车辆故意堵塞收费站、扰乱交通秩
序的，高速公路经营者应当及时报告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或者交通运输综合
执法机构，依法进行处理。《条例》第二十
八条规定，高速公路经营者放行超限超
载货运车辆驶入高速公路的，由交通运
输综合执法机构没收放行车辆的全部通
行费，并按照每辆次处二千元罚款。

7.记者：《条例》对加强科技治超和

信息化建设有哪些要求？

答：《条例》第四条规定，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应当建设治理货运车辆超限
超载信息平台和技术监控网络，并纳入
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统一网络，运用科
技手段，提升治理水平；《条例》第四条
规定，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机构可采取固
定检测、流动检测、技术监控等方式对
货运车辆进行超限超载检测。交通运
输综合执法机构根据需要，在货运主通
道、重要桥梁入口以及货运流量较大的
路段和节点，设置车辆检测等技术监控
设备，依法查处违法超限超载运输行
为。《条例》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交通
运输综合执法机构有权查阅和调取公
路收费站货运车辆称重数据、照片、视
频监控等有关资料，经确认后可以作为
行政处罚的依据。《条例》第十九条规
定，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机构和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实行公路超限超载
货运车辆信息系统信息共享，将违法超
限超载运输行为记录并向社会公布。

8.记者：《条例》对载运不可解体物

品超限运输是如何规定的？同时，对违

反《条例》规定的各类超限超载行为如

何依法实施处罚和责任追究？

答：《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禁止超
限超载货运车辆在公路上行驶。载运
不可解体物品的超限超载货运车辆确
需在公路上行驶的，货运经营者应当依
法取得并随车携带超限超载车辆通行
证，按照指定的时间、路线、速度行驶，

并悬挂明显标志。《条例》第十五条明
确，未经许可超限超载运输不可解体物
品的，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机构和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扣留车辆，并告知
承运人到有关部门申请办理公路超限
运输许可手续。

为了维护法律法规的严肃性，保证
法律法规及本条例的贯彻落实，《条例》
对违法生产、改装和销售货运车辆的行
为，违法超限超载运输行为等都作了相
应的处罚规定。《条例》第二十二条规
定，对严重超限超载或者因超限超载造
成严重后果的货运车辆进行责任倒
查。倒查中涉及货运车辆生产、销售或
者改装的企业、货运源头单位、车辆所
有人责任的，由有关监督管理部门依照
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处罚；涉及有关
监督管理部门工作人员责任的，由所在
单位或者监察机关依照法律、法规和有
关规定追究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
货运车辆一年内违法超限超载运输超
过三次的，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吊销该
车辆的车辆营运证；货运车辆驾驶人一
年内违法超限超载运输超过三次的，由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其停止从事营
业性运输；道路运输企业一年内违法超
限超载运输的货运车辆超过本单位货
运车辆总数百分之十的，由道路运输管
理机构责令停业整顿，超过百分之三十
的，依法吊销其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并向社会公告。同时，按照国家发改
委、工信部、交通运输部、公安部等 36
个部门共同签署《对严重违法失信超限
超载运输车辆相关责任主体实施联合
惩戒的合作备忘录》，交通运输执法机
构应当将货运车辆、货运车辆驾驶人、
道路运输企业、货运源头单位违法超限
超载运输行为纳入国家信用管理体系，
对严重违法超限超载运输行为相对人
在市场准入、行政许可、限制融资和消
费等实施失信联合惩戒。此外，对于治
理货运车辆超限超载的有关部门及其
工作人员的失职渎职行为，《条例》在第
三十条也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9.记者：《条例》已正式施行，请您谈

谈全省下步治超工作重点和具体措施？

答：下一步，我们将以深入贯彻落
实《条例》为契机，以目标责任考核为抓
手，推动地方政府治超主体责任落实。
实现全省高速公路、普通干线公路、农
村公路治超“一盘棋”，有效防止货车超
限超载违法运输，切实保护公路基础设
施和人民群众出行安全。一是深入宣
传贯彻《条例》。采取多种措施和有效
方式深入开展《条例》宣传，帮助广大群
众认清货车超限超载的严重危害，自觉
抵制货车超限超载，积极举报货车超限
超载违法运输行为，有效打击超限超
载，形成全社会关注治超、支持治超的
良好氛围。二是强化货运源头监管。
坚持把治超主战场由路面查处转移到
源头监管上来。组织各级执法人员对
辖区货运装载源头进行全面排查，实行
台账式管理，督促履行责任义务。对非
法货运源头依法予以清理取缔，严防超
限超载车辆出场出站上路行驶。三是
加大路面治超力度。深入推动交通、公
安治超联合执法，采取固定与流动相结
合，严格路面管控。经检测认定的超限
超载车辆，坚决做到先卸载再罚款记
分，并一律实施责任倒查，严格落实“一
超四罚”。四是积极推进非现场执法。
全省已安装的 170余套非现场执法设
备，要尽快完善投入使用，扩大治超覆
盖范围，对途经违法超限超载货车实施
精准查究。同时，利用高速公路计重收
费数据，对行驶高速公路违法超限超载
车辆进行追踪查处。五是加快实施有
奖举报。按照《条例》规定，我们正在研
究制定有奖举报办法，我们将及时搜集

整理各类举报信息，按照职责权限依法
调查处理，及时向举报人反馈处理情况
并对查证属实的进行奖励，充分调动社
会各界参与治超的积极性。六是开展
信用联合惩戒。积极协调公安部门进
行资源整合，实现货运车辆、驾驶人等
基础信息互查共享，按照国家 36部门
共同签署的联合惩戒备忘录相关规定，
及时向国家有关部门报送违法超限超
载行为相对人信息，申请纳入“黑名
单”，实施信用联合惩戒，在银行贷款和
乘坐飞机、高铁及宾馆住宿等方面予以
限制和约束。七是强化监督执纪问
责。近期，结合上级要求，省厅将组织
开展暗访督查，对各地暴力抗法、干扰
治超及充当“保护伞”、内外勾结等现象
进行全面排查，对于发现的问题，要深
挖涉嫌涉黑涉恶、乱作为或不作为、违
法犯罪线索，按规定移交公安、纪检监

察、司法等机关依法调查处理。同时，对
治超联合执法不重视、不落实、不到位以
及治超工作不力、问题突出的地区，将进
行约谈，并依据有关规定严肃问责。

10.记者：作为省交通运输厅执法

总队负责人，请问还有什么话想对广大

货运业主和驾驶员朋友讲？

答：借此机会，感谢广大货运业主
和驾驶员朋友为我省经济建设作出的
积极贡献，感谢广大人民群众长期以来
对治超工作的理解和支持。货车超限
超载与交通事故时刻相伴，行车安全与
家庭幸福和生命财产安全紧密相连，您
的安全是家人最大的心愿。在这里提
醒大家一定要守法经营、合法运输，不
要为了一己私利违法经营、也不要被蝇
头小利蒙蔽双限，更不要存有侥幸心
理，自觉抵制和杜绝超限超载，共同维
护良好的道路运输安全秩序。

深入贯彻落实《河南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条例》
全面加强货车超限超载治理工作

——省交通运输厅执法总队负责人答记者问

河南省交通运输厅 河南省公安厅

关于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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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辖市、直
管县（市）

郑州市

开封市

洛阳市

平顶山市

安阳市

鹤壁市

新乡市

焦作市

濮阳市

许昌市

漯河市

三门峡市

南阳市

商丘市

周口市

驻马店市

信阳市

济源市

巩义市

兰考县

汝州市

滑县

长垣县

邓州市

永城市

固始县

鹿邑县

新蔡县

市、县（区）

登封市

新郑市

新密市

市本级

祥符区

杞县

吉利区

栾川县

洛宁县

叶县

舞钢市

郏县

市本级

殷都区

内黄县

市本级

淇县

浚县

延津县

封丘县

卫辉市

修武县

武陟县

温县

市本级

南乐县

建安区

建安区

鄢陵县

长葛市

襄城县

市本级

市本级

临颍县

舞阳县

舞阳县

市本级

灵宝市

渑池县

卢氏县

市本级

卧龙区

桐柏县

方城县

镇平县

南召县

梁园区

民权县

民权县

夏邑县

虞城县

西华县

太康县

太康县

上蔡县

平舆县

平舆县

正阳县

确山县

泌阳县

市本级

市本级

市本级

淮滨县

罗山县

息 县

市本级

名 称

登封市刘沟公路超限检测站

新郑市林庄公路超限检测站

新密市巩楼公路超限检测站

日兰高速公路豫鲁界超限检测站

祥符区曲兴公路超限检测站

杞县邢口公路超限检测站

吉利区黄河大桥超限检测站

栾川县合峪公路超限检测站

洛宁县方村公路超限检测站

叶县龚店公路超限检测站

舞钢市八台公路超限检测站

郏县王集公路超限检测站

安阳市北流寺公路超限检测站

殷都区许家沟公路超限检测站

内黄县楚旺公路超限检测站

鹤壁市刘庄公路超限检测站

淇县北阳公路超限检测站

浚县西关公路超限检测站

延津县北郑庄公路超限检测站

封丘县黄河桥北公路超限检测站

卫辉市石庄公路超限检测站

修武县五里源公路超限检测站

武陟县乔庙公路超限检测站

温县黄河大桥公路超限检测站

濮阳市大广高速豫冀界超限检测站

南乐县西邵公路超限检测站

建安区灵井公路超限检测站

建安区椹涧公路超限检测站

鄢陵县彭店公路超限检测站

长葛市坡胡公路超限检测站

襄城县王洛公路超限检测站

漯河市龙城公路超限检测站

漯河市阴阳赵公路超限检测站

临颍县皇帝庙公路超限检测站

舞阳县吴城公路超限检测站

舞阳县袁集公路超限检测站

三门峡黄河大桥超限检测站

灵宝市小河公路超限检测站

渑池县城东公路超限检测站

卢氏县杜关公路超限检测站

许广高速公路豫鄂界超限检测站

南阳市潦河公路超限检测站

桐柏县城郊公路超限检测站

方城县古庄店公路超限检测站

镇平县遮山公路超限检测站

南召县皇后公路超限检测站

商丘市刘口公路超限检测站

民权县人和公路超限检测站

民权县北关公路超限检测站

夏邑县济阳公路超限检测站

虞城县镇里堌公路超限检测站

西华县白十公路超限检测站

太康县平岗公路超限检测站

太康县西扶公路超限检测站

上蔡县尚堂公路超限检测站

平舆县大冯公路超限检测站

平舆县西洋店公路超限检测站

正阳县大罗公路超限检测站

确山县留庄公路超限检测站

泌阳县象河公路超限检测站

信阳市马营公路超限检测站

信阳市和孝营公路超限检测站

信阳市鸡公山公路超限检测站

淮滨县王店公路超限检测站

罗山县陡山公路超限检测站

息县包信公路超限检测站

济源市梨林公路超限检测站

巩义市南山口公路超限检测站

兰考县高场公路超限检测站

汝州市汝南公路超限检测站

汝州市庙下公路超限检测站

滑县城关公路超限检测站

长垣县张寨公路超限检测站

邓州市陶营公路超限检测站

永城市苗桥公路超限检测站

固始县胡族超限检测站

鹿邑县太清宫公路超限检测站

新蔡县孙召公路超限检测站

新蔡县栎城公路超限检测站

地 址

刘沟村S237K146+700

林庄镇
S103K48+500

郑登快速路
K29+500

豫鲁界
G1511K430+800

曲兴乡
G310K521+300

邢口镇
G343K396+200

吉利区G208K369+500

合峪镇
G311K619+750

方村
G241K136+090

龚店乡
G234K269+100

八台镇S241K60+900

王集镇
G344K269+300

西郊乡G341K531+200

许家沟乡S225K50+100

楚旺镇G230K70+230

刘庄镇S221K69+800

北阳镇G107K613+400

西关镇S224K59+700

北郑庄镇S310K85+300

黄河大桥S220K171+200

石庄镇S227K93+800

五里源镇S232K34+700

乔庙镇G327K183+030

黄河大桥G207K1215+
100

豫冀界G45K1672+600

西邵乡G106K480+200

灵井镇S235K200+400

椹涧镇G311K394+700

彭店镇G230K295+200

坡胡镇S319K432+200

王洛镇S103K91+400

龙城镇S325K306+799

源汇区
S240K126+810

皇帝庙镇G107K859+300

吴城镇S323K68+166

袁集镇S323K99+998

黄河大桥G209K951+680

小河镇
G209K987+100

城东镇G310K813+800

杜关镇
G209K1039+400

豫鄂界G4W2K350+500

潦河镇S103K205+500

城郊乡G312K922+600

古庄店镇G234K338+400

遮山镇
G312K1056+100

皇后镇S234K119+300

刘口镇
G105K718+700

罗庄镇G310K448+200

北关镇S213K1+000

济阳镇S325K64+865

镇里堌
G310K342+700

白十镇
G344K135+350

平岗镇G106K769+900

西扶镇G311K284+500

尚堂镇S223K204+000

大冯镇G328K41+600

西洋店S218K416+000

大罗镇G230K515+500

留庄镇S226K18+000

象河镇G240K99+000

马营镇
G107K1026+600

和孝营镇
G312K847+900

鸡公山
G107K1076+260

王店镇G220K128+300

陡山村
S337K167+000

包信镇
G106K930+800

梨林镇G327K296+650

芝田镇G310K689+800

高场镇0G106K501+970

汝南办事处G207K1491+
300

庙下镇S241K162+500

城关镇
S101K67+800

南浦办事处
G327K37+800

陶营镇G328K259+600

苗桥镇
S317K13+200

胡族镇
G312K696+850

太清宫镇G311K174+355

孙召镇G106K883+200

栎城镇S332K15+600

所属交通执法机构

登封市交通运输局执法所

新郑市交通运输局执法所

新密市交通运输局执法所

开封市交通运输局执法处

祥符区交通运输局执法所

杞县交通运输局执法所

吉利区交通运输局执法所

栾川县交通运输局执法所

洛宁县交通运输局执法所

叶县交通运输执法局

舞钢市交通运输执法局

郏县交通运输执法局

安阳市交通运输执法局

殷都区交通运输局执法所

内黄县交通运输局执法所

鹤壁市交通运输执法局

淇县交通运输执法局

浚县交通运输执法局

延津县交通运输局执法所

封丘县交通运输局执法所

卫辉市交通运输局执法所

修武县交通运输局执法所

武陟县交通运输局执法所

温县交通运输局执法所

濮阳市交通运输执法局

南乐县交通运输执法所

建安区交通运输执法局

建安区交通运输执法局

鄢陵县交通运输执法局

长葛市交通运输执法局

襄城县交通运输执法局

漯河市交通运输局执法处

漯河市交通运输局执法处

临颍县交通运输局执法所

舞阳县交通运输局执法所

舞阳县交通运输局执法所

三门峡市交通运输局执法处

灵宝市交通运输局执法所

渑池县交通运输局执法所

卢氏县交通运输局执法所

南阳市交通运输执法局

卧龙区交通运输执法局

桐柏县交通运输局执法所

方城县交通运输执法局

镇平县交通运输执法局

南召县交通运输执法局

梁园区交通运输局执法大队

民权县交通运输局执法所

民权县交通运输局执法所

夏邑县交通运输局执法所

虞城县交通运输局执法所

西华县交通运输局执法所

太康县交通运输局执法所

太康县交通运输局执法所

上蔡县交通运输局执法所

平舆县交通运输局执法所

平舆县交通运输局执法所

正阳县交通运输局执法所

确山县交通运输局执法所

泌阳县交通运输局执法所

信阳市交通运输局执法处

信阳市交通运输局执法处

信阳市交通运输局执法处

淮滨县交通运输执法局

罗山县交通运输局执法所

息县交通运输局执法所

济源市交通运输执法支队

巩义市交通运输执法局

兰考县交通运输局执法所

汝州市交通运输执法局

汝州市交通运输执法局

滑县交通运输局执法所

长垣县交通运输局执法所

邓州市交通运输局执法所

永城市交通运输执法局

固始县交通运输执法局

鹿邑县交通运输局执法所

新蔡县交通运输执法局

新蔡县交通运输执法局

所属公安交管部门

登封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新郑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新密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开封市交警支队

祥符区交警大队

杞县交警大队

吉利区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栾川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洛宁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叶县公安交警大队

舞钢市公安交警大队

郏县公安局

安阳市交警支队

安阳县交警大队

内黄县交警大队

鹤壁市淇滨区交管巡防大队

淇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浚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延津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封丘县交通警察大队

卫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修武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武陟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温县公安交通
警察大队

濮阳市公安局高速交警支队

南乐县公安局公安检查站

建安区交警队四中队

建安区交警队二中队

鄢陵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长葛市交警队四中队

襄城县公安局
交通管理大队

漯河市交通管理支队城关交巡
防大队

漯河市阴阳赵交巡防大队

临颍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舞阳县交警大队

舞阳县交警大队

三门峡市开发区交警大队

灵宝市交警大队

渑池县交警大队

卢氏县交警大队

南阳市公安局高速交警支队

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

桐柏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方城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镇平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南召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商丘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一大队

民权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民权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夏邑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虞城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西华县交警大队

太康县交警大队

太康县交警大队

上蔡县公安交警大队

平舆县交通警察大队

平舆县交通警察大队

正阳县公安交警大队

确山县公安局

泌阳县公安交警大队

信阳交警支队公路巡警大队甘
岸中队

信阳交警支队公路巡警大队吴
家店公路巡警中队

信阳市交警支队公路巡警大队
柳林中队

淮滨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罗山县交警大队周党中队

息县交警大队包信中队

济源市交警支队

巩义市公安局卡口管理大队

兰考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汝州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汝州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滑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长垣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邓州市交警大队

永城市交警大队

固始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鹿邑县公安局

新蔡县交警大队

新蔡县交警大队

全省实行交通公安驻站联合执法公路超限检测站一览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