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速公路行业新闻参考 
                                                           2015 年第 16 期 

  

 

 首页 

 

 

高速公路行业新闻参考 

2015 年第 16 期 

 

   本期标题新闻 

 

 政策动态 ................................................................................................................ 1 

 《收费公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指南》正在编制 .............................................. 1 

 交通运输部召开《收费公路管理条例》修订座谈会 .......................................... 2 

 投资融资 ................................................................................................................ 3 

 交通运输部：与北京市协同推进交通 PPP 项目 ................................................. 3 

 浙江：将建首条 PPP 模式无收费公路 ................................................................. 4 

 运营管理 ................................................................................................................ 5 

 云南：26 条高速通行费 16 日起调整 ................................................................... 5 

 深圳：三条高速将取消收费 .................................................................................. 5 

 

 

 

 

  

 



                                                      高速公路行业新闻参考 
                                                           2015 年第 16 期 

  

 

  

 

 第 1页 

 政策动态 

、 

 《收费公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指南》正在编制 

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张大为 16 日表示，交通运输部为了引导地方交

通部门推广运用 PPP 模式，正在编制《收费公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指南》。 

交通运输部 16 日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通报 2015 年上半年交通运输经济运

行情况。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张大为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提问。 

张大为在会上表示，上半年交通运输经济运行缓中趋稳、稳中有为：铁路公

路水路客运量、货运量、规模以上港口货物吞吐量增速较去年同期均有不同程度

放缓。5 月份以来铁路公路水路货运量、规模以上港口货物吞吐量增速在 4 月份

达到低点后有所回升。公路水路固定资产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略高于去年同期水

平。 

谈及如何更好的吸引社会资本来进行投资时，张大为表示，上半年公路水路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7188 亿元，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接近 6 个百分点的

情况下，交通投资增速不降反升，交通投资在服务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凸显。 

张大为指出，投融资对交通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交通运输部在积极拓

宽融资渠道。而吸引社会资本就是一个重要的渠道。交通在吸引社会资本方面是

开放最早的一个行业，社会资本也有力地促进了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目前，交

通运输部在吸引社会资本方面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也在不断为社会资本的进入

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张大为表示，首先，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

会投资的指导意见》的要求，交通运输部今年下发了《交通基础设施与社会资本

合作等模式试点方案》，明确了一批项目，将天津至石家庄高速公路等 11 个项目

作为第一批试点，部署山东、安徽、四川等采取适当的方式开展 PPP 交通项目试

点。试点的目的，主要是进一步发现问题、总结经验，创新交通基础设施投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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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第二个方面，和国家财政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在收费公路领域推广运用政

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实施意见》，这个实施意见里面也明确了一些相关的支持

政策。同时，交通运输部为了引导地方交通部门推广运用 PPP 模式，正在编制《收

费公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指南》。对吸引社会资本进入的相关项目，交通运输部

还在加强与发改、财政、国土等相关方面的协调，旨在推进相关项目的实施进度。 

（摘自：中国新闻网, 2015-7-17） 

 交通运输部召开《收费公路管理条例》修订座谈会 

8 月 6 日，交通运输部召开《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简称《条例》)修订座谈会。

副部长冯正霖、王昌顺，与部机关有关司局负责同志，听取了有关行业协会和部

分公路经营、道路运输企业对《条例》修订和收费公路发展的意见建议。 

“《条例》的修订非常及时，将使企业和政府部门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保障

投资者和用路者正当利益。”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李健的话，得到其

他代表的认同。大家结合各自实际，分别提出了意见建议。 

《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明确了经营性公路实行特许经营制度、调整了收费

期限和标准，对此，安吉汽车物流有限公司高级经理张文斐等人表示，对政府收

回的经营期届满的特许经营公路应当仅收取养护费用，而不应当与本行政区域内

的政府收费公路中处于偿债期的高速公路实行相同收费标准、统一收费。中交集

团投资事业部副总经理储彤建议，各省应设立车辆通行费指导价，若拟收费标准

超出指导价再进行听证，避免“一路一听证”。 

提高服务管理水平和通行效率是高速公路发展的大方向，这是与会代表的共

识。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会长王丽梅认为，应将收费公路服务水平与收费标准挂

钩，当收费公路由于维修、管制等原因无法达到此前的服务承诺时，应下调收费。

苏州汽车客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国荣也持相同观点，他建议，按照“高速

高价、低速低价”的原则，兼顾公平和效率，根据服务质量、车流量等动态调整

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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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代表还就《条例》实施中可能遇到的具体问题提出了前瞻性建议。中铁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济师谭振武等代表建议，明确政府提前终止特许经营合

同、实施通行费减免等政策时对企业补偿的方式和内容。王丽梅建议，探索拓展

广告等建设养护资金回收渠道，加快高速公路从还贷期向养护期转变的进程。河

南长通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魏长龙建议，鼓励有条件的高速公路经营者为用路

者提供错时收费的服务，提高高速公路使用效率，降低运输企业物流成本。江苏

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崔小龙认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不应向收费公路经

营管理者下达年度养护管理目标，而是采取后置监管的形式加强养护管理。 

冯正霖、王昌顺认真听取、详细记录意见建议，回应了大家普遍关心的一些

问题。冯正霖表示，此次《条例》修订以用路者付费、差别化负担为原则，通过

收费与收税并行的模式发展收费公路，体现了国家东中西部协调发展的战略思维

和财税体制改革的改革思维，基本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交通运输部将充分考虑、

注重吸收大家提出的合理化建议，进一步加大信息公开力度，努力寻求建设运营

与道路运输之间的最大公约数，推进我国公路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摘自：交通运输部, 2015-8-7） 

 投资融资 

、 

 交通运输部：与北京市协同推进交通 PPP 项目 

7 月 30 日，交通运输部与北京市政府研究制定协同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政府和

社会资本合作（PPP）工作方案，旨在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引

导社会资本通过 PPP 模式参与北京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路网结构和功能。 

杨传堂部长会见了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李士祥、副市长张延昆一行，并就部与

北京市政府推进 PPP 项目试点实施、“十三五”交通运输发展规划制定等工作提

出了意见。杨传堂指出，“十三五”期间，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量大、建设

工期紧、建设成本高、工作任务重，要深入推进交通运输投融资体制改革，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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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 PPP 等模式，总结出有代表性的经验，并逐步向全国推广，交通运输部将全

力支持北京市进一步完善公路网规划和功能，推进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稳步

推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率先发展。 

冯正霖副部长代表交通运输部与北京市政府领导进行了会谈。双方商定，交

通运输部将在现行公路建设项目投资补助政策的框架内，区分不同类型项目对北

京市推进 PPP 模式、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给予支持，作为吸引社会资本的前置

条件。在此基础上，交通运输部将会同北京市政府在收费公路领域探索 PPP 模式

的制度体系建设，制定《收费公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操作指南》、《收费公路政

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特许经营协议范本》等规范性文件。北京市政府将统筹各方力

量，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各项工作，为开展 PPP 项目创造条件；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建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期和运营期的财政补贴机制；认真研究并确定合理回报、

收费年限等要素及风险分担、收益共享等机制。部有关司局和北京市交通委要借

鉴轨道交通已成功实施 PPP 模式的经验，切实抓好公路建设项目的落地工作，制

定较为详尽的项目实施方案和有关管理办法，及时总结案例范本，及时研究解决

出现的问题，共同推进 PPP 项目顺利开展。 

（摘自：交通运输部, 2015-7-31） 

 浙江：将建首条 PPP 模式无收费公路 

 国企民资出钱造路，政府购买道路使用权。据悉，国家规划 330 国道温州洞

头至鹿城段的组成部分——环山东路经开区段计划今年 9 月开建，这是浙江首条

按 PPP 模式建设的无收费公路，将采用“道路+政府购买服务”的途径建设。 

据了解，浙江首条按 PPP 模式建设的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山东路经开区段，

起于横山隧道，止于经开区与瑞安交界处，全长约 7 公里，其中包括隧道 2 座、

桥梁 6 座。道路按一级公路技术标准设计，兼顾城市道路功能，设计速度为 80

公里/小时。该项目 2014 年 9 月获省发改委批复同意作为浙江省开展 PPP 模式融

资建设的试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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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采用的“道路+政府购买服务模式”，由经开区建设项目前期管理中心

作为项目业主，经开区全资国有公司出资 5％，中标单位出资 95％，双方共同组

建环山东路 PPP 项目公司。项目公司负责道路的建设投资，政府购买道路使用服

务，在一定使用期限内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分期支付项目公司服务费用，使

用期间道路维护由投资人负责。使用期满后，投资人退出项目公司，项目公司将

道路设施移交给政府交通主管部门。 

（摘自：浙江省交通运输厅，2015-7-30） 

 运营管理 

 

 云南：26 条高速通行费 16 日起调整 

8 日，云南日报刊登了《云南省物价局关于调整部分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收费

标准的公告》，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调整部分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收费标

准的批复》（云政复„2015‟46 号），定于 2015 年 8 月 16 日 0 时起，对昆石高速、

石锁高速等 26 条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收费标准进行调整。 

实行调费后，这26条高速公路将采取普通路段和500米以上桥梁隧道分别计算、

合并收费的方式确定收费标准。其中，客车基本费率标准为普通路段客车 0.5 元/

车〃公里，500 米以上桥梁隧道昆安高速为 0.556 元/车〃公里、其他路段为 1.2 元/

车〃公里；货车基本费率标准为普通路段 0.09 元/吨〃公里、500 米以上桥梁隧道

0.20 元/吨〃公里，但综合费率最高不超过 0.10 元/吨〃公里。 

（摘自：春城晚报，2015-8-9） 

 深圳：三条高速将取消收费 

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官网近日公布《2015 年路隧专项资金支出计划》，其内

容透露，继去年深圳梅观高速梅林至观澜段取消收费后，南光高速、盐排高速和沿

江高速深圳段取消收费相关测算和研究工作也已被列入今年路隧改革的内容。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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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也明确披露，深圳盐田坳收费站提前 6 年多取消收费，政府需为此支付补偿金 1.9

亿元。 

据悉，今年市财委相关批复，市交委 2015 年度路隧专项资金支出计划为

89466.68 万元，其中包括路隧改革相关费用 240 万元，具体为取消沿江、南光、盐

排高速收费财务顾问费 150 万元，以及三条高速收费交通量测量经费 90 万元。这也

是在市交委官方发布的文件中，首次明确将取消三条高速公路收费提上议事日程。

（摘自：深圳商报，2015-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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