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除了还贷和企业暴利!巨额通行费还被用来干什么

了" 此前! 审计署曾对
!"

个省份的高速收费的专项审

计!揭开了一些黑洞#

闲置和挪用!大量资金被闲置!并没有用于还贷!有

些资金被挪用于建楼堂馆所$投资股票等%

养人! 一边是高额福利!一边是人浮于事$超编严

重& 据了解!有一家高速经营企业编制
#$

人!实际却多

达
%&'

人&

#(%)

年!山东省政府还贷公路收取通行费中

用来供养运营单位和企业的费用高达
$*'

亿元&

收费员月入万元曾引起不少研究生对这一职位趋

之若鹜& 记者从广州一家路桥公司职工处获悉!一般员

工月收入在
"(((

元到
%

万元! 而一个路段的项目负责

人!手里管理的资金上亿元!一年收入可达
)(

万元&

利益输送! 在收费权转让中!有的领导干部违规插

手!导致国有资产受损!而个人从中谋取巨额利益&审计

发现!合巢芜高速公路收费经营权转让中!国有资产流

失
%#*+

亿元&

高速公路何时才能回归公益性"到期了确未还清贷

款怎么办"交通运输部发言人何建中在答记者问时明确

提出!到期的收费公路应严格按照'收费公路管理条例(

的规定)到期后停止收费&

朱列玉等认为)包括养护费在内应由公共财政承接

下来)这是公路的公益性决定的)也是政府和公共财政

必须承担的责任& 在还清政府贷款之后)国有部分应让

路于民$让利于民&

鉴于我国高速路网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专家提

醒)规范高速收费应前置&广东省政府参事王则楚说)当

前)地方交通部门及其下属企业在高速路建设管理中处

于垄断地位)加上修路对
,-.

的贡献)地方有上马修

路的冲动)这也导致一些道路效益很差)地方就不得不

打效益好的公路的*主意+!所以有了各种借口的延期收

费&因此!要加强对政府决策的科学论证!避免因过度建

设而陷入*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恶性循环&

"本版均据新华社电 记者 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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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修路!收费还贷+!被认为是高速公路收费最

强有力的依据& 面对公众质疑!山东省交通部门对延期

收费给出的理由之一就是*贷款没还清!还有巨额的养

护费+& 然而!

%&

条路中!哪条路贷款没还清!当地交通

部门并未说明&

一年上百亿元的巨额收费都用于还贷了吗" 山东省

交通运输厅给出的*账本+显示,

#(%)

年政府还贷公路收

费主要用于还贷和维修& 其中归还本金和利息约
"&

亿

元)大中修及养护约
$

亿元& 但归还利息部分不仅是高

速公路)还包括二级公路和农村公路债务利息& 换言之)

高速收费不仅还了自己的债)还替*兄弟道路+还了债&

山东给出的另一个理由是)全省高速路债务余额仍

然很重& 截至
#(%)

年底)累计贷款余额达
&"/

亿元& 为

此)山东实施了*统贷统还+的办法&

事实上)此前)各地延期$超期收费采取的办法是将

原属政府收费还贷公路变更为经营性公路)而在国家有

关部门明令禁止变更属性后)地方就祭出*统贷统还+这

招& 目前)包括山东$山西$河南等多个省份均确立了

*统贷统还+的政策& *实行-统贷统还.)就是说只要有

一条路还没还清贷款)所有其他路不管还清$到期与否)

都将继续收费& +广东一家高速公路公司负责人说&

据山东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范正金介绍)到*十三

五+末)全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约达
$%"(

公里& 初步测

算)建设资金约需
)$((

亿元& 除了引入市场投资者)其

余仍将纳入*统贷统还+范围&

在法律人士看来)*统贷统还+与收费公路管理条例

有冲突&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

玉认为)首先)条例中的还清贷款后停止收费是指某一

条路)而不是全部已建的)更不包括计划建的%其次)即

便没有还清贷款)到期了也必须停收)因为条例中不得

超过限期的规定没有任何例外情形& 对广大车主而言)

只要路网在不断完善)地方有修不完的路)也就意味着

或许没有停止收费的一天)收费还贷会变成一个无限循

环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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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深高速被业界誉为*中国高速公路的典型样本+& 作为连

接广州和深圳的交通要道)

%//$

年通车运营的广深高速是一条

经营性公路) 由港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广东省交通集团下属企业

合资运营&这条高速单程
%##

公里)通行费
$(

元&广深高速合资

方香港合和实业有限公司年报显示)

#(%)

年通行费收入达
)%*'/

亿元)日均
"$(

万元& 与高额收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广深高速

因质量差而备受司机们诟病&

连续多年提出降低收费建议的广东省人大代表林慧介绍)

广东省交通部门提供的资料显示)广深高速当初投资
%%+

亿元)

截至
#(%#

年已累计收费超过
+%(

亿元)收入远远超过投资&

那么)全国收费高速公路一年收费几何" 有关部门
#(%(

年

曾公布)全国收费公路通行费已达
#"((

亿元& 此后再没有公开

过& 但交通运输部公布的信息显示)

#(%#

年国庆$

#(%)

年春节$

清明$*五一+四个节日全国共免收小客车通行费
%+)*("

亿元&据

此)专家估算)如今全国高速公路一年收费在
+(((

亿元以上&

山东省交通部门公开的数据显示)

#(%)

年政府还贷高速公

路共收了
%(+

亿元的通行费) 这还不包括约占四成的经营性公

路的收费& 西部地区的广西通行费总额也达到
"+*"

亿元&

在几乎全是经营性公路的广东)几条路的收费数字巨大& 广

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年上半年年报显示)广

佛$佛开$惠盐等
/

条/段0高速公路上半年通行费收入约
#'

亿

元&

这些巨额通行费的背后!是经营企业的惊人利润& 主营广佛

和佛开高速的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年报显示!该

公司今年上半年净利润率达
#'8

& 同样由年报可以看到!深圳高

速$山东高速$成渝高速等企业的利润率多在
)(8

以上& 这一利

润水平甚至超过金融$房地产等行业&

*公路资源属于特许经营范畴!各省交通集团及其控股企业

应该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特殊企业法人! 公路交通基础设施的

经营只能微利保本&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坚说&

那么! 作为公益性项目本应微利的高速公路缘何成了暴利

行业" 广东一路桥公司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一方面!我国高速

公路收费标准总体偏高!每公里价格比许多发达国家还高%另一

方面!当年设计收费制度时!并没有预计到如今如此巨大的车流

量&

目前!全国各地
$

座及以下的一类车辆通行费在每公里
(9+

元至
(9'

元之间!二类至五类车则在
%

元到
#

元不等&在广东!一

类车是
(9'

元!广深高速开通初期车流并不多!但如今日车流量

已达
++

万车次!这也造就了经营企业的高额利润&

广东知明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志勇说! 在当前的车流量情况

下!各地应对收费标准重新评估!以限制高速路变成*吸金路+!

不能*车轮一响黄金万两+&

林慧建议!对于
&#8

的股权属于国有企业的广深高速!国有

这部分股权在收回成本后理应免费或者降低收费& 为了便于社

会监督!李志勇认为!未来高速公路的投资$贷款$股权结构$具

体收费开支等信息应透明化$公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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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山东交通部门宣布$

'()*

年底

到期的
)+

条"段#高速公路将继续收费$

主要理由是偿还银行贷款!

山东并非首个推迟收费时限的省份!

此前$ 新疆等地也对到期公路采取了延期

收费! 据悉$兴起于上世纪
,-

年代的收费

高速公路$ 将迎来收费到期的高峰 ! 按

'(((

年已建成里程往后推$ 近两年内$收

费到期的高速公路约
./0

万公里! 这些道

路是否均会继续延时收费$备受关注!

目前$全国
.(

万余公里的高速公路中

,(1

以上要收费!专家估算$全国高速公路

一年收费在
*---

亿元以上! 被称为%印钞

机&的高速公路$延时收费提出%还不清贷

款&的理由是否站得住脚'征收的钱又流向

哪里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