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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追踪

近日全国 487 个省界收费站全部取消后，部分地区高速

公路出入口拥堵，有部分车主通行费增加，引发舆论关注。“撤

站”后通行费到底涨没涨？高速公路出入口为何拥堵？2020

年春运交通效率是否会受影响？新华社记者前往多地高速公

路收费站口展开调查。

通行费到底涨没涨

“满载货物去山西时，通行费少了，但回河北常是半载或

空载，得多交，整体算下来少交了。”在河北保定京港澳高速定

兴收费站入口，货车司机王师傅说。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袁茂存解释说，

从 1月 1日起，货车计费方式由计重收费调整为按车（轴）型收

费，对于同一轴型车辆，不论装多装少，都执行同一收费标准。

对于新收费模式是否公平，袁茂存表示，在合法装载前提

下，同一轴型货车，无论载货多少，占用的公路资源相同，按统一

标准收费有利于提高公路运输实载率和运输效率，国际通行。

记者了解到，当前交通运输部已要求实现货车收费标准

比满载至少下降 10%。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局长吴德金表示，

绝不允许各地借机提高收费标准，增加通行费负担。

有私家车主也反映通行费上涨。对此，袁茂存说，“撤站”

前，大都采用最短路径收费；“撤站”后，ETC 门架分段精确收

费，走多少路交多少钱，走了两点之间较长路段的车辆，其通行

费可能会有增加，但也可能因不同路段费率不同，通行费少了。

对于不少 ETC 车主反映的“出口处显示扣费金额与实际

收费不符”情况。袁茂存解释说，采用分段计费后，出口处显示

的收费金额是前一个ETC门架到出口处费用，并非全段费用。

“另外，收费额取整规则调整也会导致费额变化。”袁茂存

举例，比如原来从甲地到乙地，收费 8 元，实际收费就取整到

10元；如果是 12元，也会取整到 10元。“撤站”后，是 8元就收 8

元，是 12元就收 12元。

部分高速路出入口为何堵

日前，据上海市交通委交通指挥中心官方微博“乐行上

海”信息，多条高速公路出入口出现拥堵或通行缓慢情况，有

关部门采取收卡放车、免费放车、间歇性放车、发放纸质通行

券等多种措施来缓解拥堵。

袁茂存分析，“撤站”后人工车道减少，在像上海这样交通

流量较大地区，人工车道或混合车道出入口存在出现短时间

交通拥堵的可能。

“影响通行效率原因多样，但根本在于 ETC 使用率不高，

货车 ETC安装率较低。”据袁茂存介绍，目前全国 ETC安装率

超 80%，但高速公路使用率只有 72%左右。

2020年春运已拉开大幕，如何避免拥堵再现？

吴德金告诉记者，春运期间，每个高速公路入、出口收费

站至少各保留一条人工与 ETC 混合车道，还将根据相关情况

增加人工收费车道数量。

据了解，目前各地正采取措施，保障春运期间道路通畅。

湖北把部分省界收费站工作人员充实到车流量较大的匝道

站，强化现场疏导力量。遇到车流量高峰时，将在混合车道增

设便携机，实行复式收费。上海已制定应急预案，每个收费站

根据具体情况，安排工作人员值守。在车流量密集的收费站，

还将联合交警部门安排适当的人员处置突发事件。

增加优惠、提升服务减少春运“堵点”

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地在全面推广高速公路差异化收费

等费率优惠政策措施，提高车辆通行效率、降低车辆通行费负

担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

福建对通行 S0311浦建闽浙界至浦建闽赣界路段等六条

线路的 ETC 货车采取分时段优惠。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副厅

长侯智敏介绍，河北对通行省内多条段高速公路的 1 类货车

给予通行费优惠。在客车收费标准上，上海市 2类客车按 1类

客车收费，广东省 4 类客车按 3 类客车收费，降低收费水平。

“这些措施有助于减少春运期间‘堵点’，保障道路畅通。”袁茂

存说。

相关部门负责人还称，将进一步优化提升 ETC 车道服

务，加强相关设施设备检测检修和专职疏导人员配备，及时处

置特情。“个别通行费额异常问题，可以先抬杆放行，再核实处

理。”吴德金说。

记者还了解到，有关部门当前正组织开展货车 ETC 发行

专项行动，通过预约安装、上门安装等形式，为有意愿的货车

安装 ETC，提高春运期间货车 ETC使用比例，减少拥堵。

省界收费站撤了
春运高速公路还会不会堵

新华社记者 魏玉坤 王辰阳

转眼农历新年又快到了。回家过年，抢票是大

问题。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消息，经会商研判，

2020年的春运全国旅客发送量将达到约30亿人次，

比去年略有增加。面对这场地表最大规模的人口迁

徙，买不到票让无数人头疼。于是，近几年出现的越

来越多的抢票软件，成了很多人的“救命稻草”。

但与此同时，关于抢票软件的争议也年年出

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市面上正在运营的抢票

软件有近 60家，这些抢票软件表面上为用户带来

了便利，但便利背后也暗藏着隐忧。

“在春运、黄金周、节假日等特殊时期，国内客

运供给会出现资源紧张和不平衡的情况，这就引

发了抢票现象，而抢票软件商家就是利用了旅客

正常购票一票难求的现状，推出了抢票服务甚至

有偿抢票的‘增值服务’。”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

时，北京理工大学软件学院软件安全研究所副所

长闫怀志表示。

通常来说，铁路和航空等运输企业大多通过

其官方售票网站进行票务销售。正常的购票流程

是，购票者使用个人账号登录购票网站，提供购票

旅客信息，售票系统根据其购票需求和余票情况

来提供售票服务。

据闫怀志介绍，抢票软件的原理也并不复杂，

简单来说，就是利用软件来模拟人工购票流程并

不断重复，直至达到目的为止。由于软件自动化

水平高、运行速度快，其操作速度远远超出了购票

者人工操作的速度，因此能够抢占购票先机，“抢

票”二字也因此得名。

具体来说，抢票软件的运行具有 4 个明显特

征。一是模拟人工购票，包括使用特定账号、输

入购票信息、查询票源情况，如果存在合适票源

会适时下单支付等。二是如果出现账号掉线或

者需要输入验证码的情况，通常会采用机器或

者人工方式来进行识别并输入。三是利用软件

优势，实现余票信息的定时、快速刷新查询。四

是利用多个账号、多个终端甚至是多个软件并

行运行，采用多源抢购同一张票的“饱和”登录

的方式，瞬间发起大量购票请求来提高抢票成

功率。

“抢票软件的基础就是利用爬虫软件来登录

售票网络并爬取信息，通过大量的爬取操作获取

相应信息数据，通过自动化、批量化和高速化的处

理，通过毫秒级的刷新来谋取人工购票难以企及

的信息优势和速度优势。”闫怀志说。

“抢票”速度之快人工无法企及

除了抢票，“加速包”更是一门“玄学”：用户可

以通过分享链接请人点击或花钱购买的方式获得

加速包，从而得到所谓的“抢票几率由低到高”的

服务。当然，不论何种玩法，背后都是服务提供商

利用用户买票的刚需增加收入的想法。

不过对急需要购票的人来说，加速包这种存

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买单者甚众。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360“抢票王”产品负责

人曾披露购买加速包可以优先得票的原理：抢

票软件会自动将用户提交的订单加入抢票队

列，获得加速包多的用户会获得同一车次的优

先刷票权重，且会分配多链路、多 IP 的机器自动

进行刷票。简单说，购买加速包抢票，理论上可

以获得服务商更高的网速支持、更高频的购票

请求满足，在加速包加持下的请求会被优先发

送，且速度更快。

“加速包”常与“黄牛囤票”捆绑操作

抢票软件表面上为用户带去了方便，但这些

便利并非没有代价，软件自动频繁刷新带来的巨

大数据量会加重 12306 购票系统的负担，同时挤

占手动操作用户的购票资源。“抢票软件作为一种

‘互联网增值服务’，虽然其在个人角度或许确实

能够满足部分旅客的购票需求，但从国家总体和

全体购票旅客的角度来看，是一种不公正的资源

竞争。”闫怀志表示，抢票软件和加速服务，不仅扰

乱了正常的票务市场秩序，而且还容易产生其他

纠纷，甚至滋生助长了购票黑产。

“此前很多线下猖獗的黄牛，转战线上抢票战

场，通过微信群、公众号、QQ 群等社交平台来推

销抢票服务和加速服务，向购票者收取一定的高

价押金和服务费，有的还强行要求购票者接受‘自

行抢票成功押金不退’的霸王条款。更有甚者，在

收取高价押金和服务费后，拉黑购票者、卷钱走

人。”闫怀志表示，使用有偿抢票服务，还具有很大

的隐私泄露风险，带来次生安全隐患。比如，大量

的个人身份信息被泄露，老人、儿童等单独出行的

信息泄露，甚至会带来人身安全风险等。

因此，有关部门一直在采取相应的限制措

施。比如，12306 采取了反爬虫、特定抢票软件特

征码识别等技术来限制或封杀抢票软件及抢票行

为。同时，12306 还推出了“候补购票”功能，购票

者登记了候补购票并预支购票资金后，一旦有退

票和余票出现，12306 平台将自动为候补购票者

购票，据称购票速度和成功率均高于第三方抢票

软件。用户不需要额外花钱，且候补购票功能已

经扩大至所有旅客列车。

有需求才有市场，有需求就有市场。闫怀志

表示，抢票乱象的出现，根本原因在于票源的紧张

和出行方式的不合理。治理抢票现象，需要多管

齐下，综合治理。

“首先，要加速铁路、机场等交通基础设施的

优化布局，提供更多的出行资源选择。其次，要在

现有的票源条件下，通过大数据分析、智能调度、

加大热点线路运输资源投放等方式，优化、扩大票

源供给，尽最大可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出行需求。

同时，还要从技术和管理两方面加大对黄牛抢票

行为的打击和惩治力度。”闫怀志表示，而从个人

购票角度来看，公众要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和时间，

尽量避免高峰出行。同时还要早做谋划，及早订

票。此外，应尽量通过合理渠道购票订票，避免通

过不法黄牛渠道来获取车票。

抢票乱象治标更要治本

扰乱票务市场秩序扰乱票务市场秩序、、助长购票黑产助长购票黑产、、存在隐私泄露风险存在隐私泄露风险

软件抢票软件抢票，，便利背后也有代价便利背后也有代价
本报记者 崔 爽 闫怀志同样表示，虽然个人用户使用抢票软

件也可以提高购票成功率，但是与专业的抢票服

务提供商相比，在速度、效率、资源投入以及“专业

化”程度上仍有较大的差距。所谓有偿的加速包

或者是加速服务，无非是利用其资源、效率和“专

业”优势，来加强抢票的自动化、批量化、高速化的

流程优势，在理论上讲，确实要比个人人工购票或

个人使用抢票软件来购票，抢票成功率更高。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真实的加速包是“黑箱”，

用户即便花了钱、获得了人际关系支持，依然不可

能知道自己的购票请求究竟在以怎样的优先级被

处理，只有成功率数字的攀升是肉眼可见的。另

外，即便买了加速包抢票，最终能否抢到票还是取

决于票源的情况。如果没有票源，再强大的加速

操作，也难为无米之炊。此外，闫怀志强调，抢票

加速包操作通常是与“黄牛党”屯票操作绑定在一

起的。

他说：“由于从下订单到真正支付有一段时间

差（比如 12306 铁路售票是 45 分钟），黄牛党会利

用这个时间差来囤积票源，即先用其他人的身份

信息甚至是利用算法生成的伪造身份信息大量抢

占真实票源。黄牛囤票后，如果找到了需要票的

买主，他们就会通过退订释放相应票源，同时启动

加速程序为买家争抢该票源。在此过程中，很多

黄牛会鼓动买家购买加速包以提升抢票成功率。

如果该时间段内票源未能成功出手，黄牛党则会

再次屯票，如此反复，利用速度优势，直至得手获

利为止。”

据日本媒体报道，即将成为 2020年东京奥运会

水球赛场的东京辰巳国际游泳场，从大顶棚两处支

柱的部分耐火涂层中发现了对人身体有健康威胁

的石棉。

东京都政府解释称，石棉喷附在平时无法进入

区域的钢骨上且整体被面板覆盖，因此不会被人触

碰到，但将采取应急封闭处理。

因使用灵活而用途广泛

石棉究竟是什么？

它不是人造材料，而是天然的纤维状的硅酸盐

类矿物质的总称，由纤维束组成，纤维束又由很长

很细的能相互分离的纤维组成。它看起来像棉花

一样，破碎的纤维像粉尘一般。

石棉主要包括两类共计 6 种矿物质，其中属于

蛇纹石石棉的有温石棉；角闪石类石棉则包括青石

棉、铁石棉、直闪石石棉、透闪石石棉和阳起石。

可能有人还记得，在学校做化学实验时，酒精

灯上垫着的那张白色的、用来均匀散热的网子，就

是石棉网。

石棉具有隔热、防腐、绝缘和高抗张强度的特

性，而且价格低廉、生产方便，因此，被大量用于建

筑、绝热、摩擦、密封材料中，也被用于汽车、化工、

电器设备等制造行业，比如汽车的制动器和离合

器、石棉瓦、天花板和地砖、防火毛毯、锅炉外壁保

温层、石棉网等。

石棉使用方式也非常灵活，其纤维可以织成

纱、线、绳、布、盘根等，作为传动、保温、隔热、绝缘

等部件的材料或衬料；也可以把石棉纤维与水泥混

合制成石棉水泥瓦/板、屋顶板、石棉管等石棉水泥

制品，与沥青掺和可以制成石棉沥青制品，如石棉

沥青板/纸/砖，以及液态的石棉漆、嵌水泥路面及

膨胀裂缝用的油灰等。

所有类型的石棉均有致癌性

虽然石棉有诸多好处，但是它也很危险。据世

界卫生组织（WHO）报告：石棉是Ⅰ类致癌物，所有

类型的石棉对人体均有致癌性。接触石棉可能会

引起肺癌、间皮瘤（即一种胸腔和腹腔内壁上的恶

性癌症）、喉癌、卵巢癌，以及石棉肺（肺纤维化），其

潜伏期可长达 20—40年。

环保组织无毒先锋中心副主任温瑞环在接受

科技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石棉本身并无毒害，但

其纤维非常细小，被吸入人体后就会附着并沉积在

肺部，对人体产生物理损伤和细胞毒性，造成肺部

疾病，主要表现为咳嗽、呼吸困难、胸膜斑块、胸腔

积液和严重的肺功能障碍等。

“石棉的主要成分有二氧化硅、氧化镁等。”原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吴宜群研究员告诉记

者，特别是二氧化硅粉尘导致肺纤维化的能力强，

是尘肺病的重要致病因素。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石棉是最重要的职业性致

癌物之一，所造成的死亡占职业性癌症所致死亡的

一半左右。

目前，全球约有 1.25 亿人在工作场所接触石

棉。在欧洲，预测到 2020 年，因石棉公害引发的肺

癌而致死的患者将达到 50万人。

我国对石棉管控严格

截至 2019年 7月，石棉已在 67个国家和地区被

禁用。我国也逐渐意识到石棉的危害，石棉生产、

加工、使用也被越来越多的标准、要求所限定。

比如早在 1960 年，我国就制定了《石棉肺诊

断标准》；2014 年，工信部发布了《温石棉行业准

入标准》，严格限制温石棉的准入条件，引导温石

棉行业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2015 年颁布的《化

妆品安全技术规范》规定，温石棉在化妆品中为

禁用成分等。

吴宜群说：“从目前看，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接

触石棉的概率相对较小，更多的是与石棉相关行业

工人的职业危害。”重庆第六人民医院职业病科主

任王永义指出，粉尘作业工人应养成良好的个人卫

生习惯，如勤换工作服、下班后洗澡、保持皮肤清

洁。“曾接触过石棉的人，不需要过度恐慌，但要定

期体检，留意观察肺部及胸膜的功能状况等。”温瑞

环说。

尽管现在我国石棉产量和消耗量都已降低了

很多，石棉在日常生活中出现的情况也并不常见，

但吴宜群仍提醒说，过去使用了含石棉建筑材料的

旧式房屋，一旦石棉材料已经碎裂或被不正当地拆

除时，便会释出石棉纤维，吸入这些纤维，就会危害

人体健康。“家中若有石棉材料、建筑等，切忌私自

拆除清理，需寻求专业人员帮助，以免因防护不足

而损害健康。”温瑞环说。

当前，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在大力提倡

使用石棉替代品，并早就开始了石棉替代品的生产

使用、危害及防护措施研究。据统计，石棉替代品

生产和应用发展很快，目前已知有 150多种替代品，

最常用的有玻璃棉、岩棉、渣棉及漂白土纤维、绿坡

石、海泡石等。

“理想的石棉替代物应具有五大特性，即耐热、

绝缘、增强、耐化学腐蚀、非致癌物质。但迄今为

止，世界各国还未开发出在性能与成本上可与石棉

媲美的单一替代品，因此，每种产品可能需要不同

的解决方案。”温瑞环说。

东京奥运会水球馆石棉“中毒”

研发理想替代品终结石棉使用
本报记者 李 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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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票软件作为一种

“互联网增值服务”，虽

然其在个人角度或许确

实能够满足部分旅客的

购票需求，但从国家总

体和全体购票旅客的角

度来看，是一种不公正

的资源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