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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速6公里，差不多是一个普通成年人步行的速度。然
而，5月8日晚上，高速交警在沈海高速杭州湾跨海大桥上查到
一辆半挂车，竟然也是以每小时6公里的速度前行，后方来车
不得不紧急避让，现场险象环生。高速交警说，在高速公路上
行车，最低车速为每小时60公里，这是有法律规定的，这辆半
挂车算是破了该高速路段的低速记录。

半挂车在高速公路上
以6公里的时速“龟行”

5月8日晚上9点40分，沈海高速杭
州湾跨海大桥往宁波方向1407公里处，
一辆龟速行驶的半挂车被大桥智能检测
系统发现，系统立即向监控中心和事件
现场发出警报，10分钟后，高速交警赶到
现场，将半挂车安全带出了高速公路。

驾驶员樊师傅说，车上装的是汽车
配件，原本过了跨海大桥就到目的地，没
想到，开上大桥后不久，车子水箱突然

“开了锅”，水温飙升，他怕把发动机烧
坏，就不敢开快。他打开车子的双跳灯，
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在第三车

道上缓慢行驶，幸好高速交警及时赶到，
车子才被安全地引导到服务区。

事实真的是这样么？为了印证驾驶员
樊师傅的陈述，高速交警调取了该车在杭州
湾跨海大桥上低速行驶录像，结果显示：3公
里的路，这辆半挂车竟开了半个小时，也就
是说，车辆时速是6公里，远远低于樊师傅
自己说的时速20公里。

针对樊师傅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
上正常情况下行驶速度低于规定时速
20%以上的违法行为，高速交警给了他
记3分，罚款200元的处罚。

昨天，高速交警告诉记者，类似的低
速行驶的违法行为，在高速公路上并不
鲜见，很多货车驾驶员因车辆严重超载，
导致行车速度只有每小时三四十公里，
其他低速行驶的原因还有车况不良、疲
劳驾驶、货物倾斜、节省油耗等，而上坡
坡道、互通枢纽区等区域均为低速行驶
违法行为的多发路段，“像樊师傅这样，
每小时6公里的速度，以往从没遇到过，
可以说是破了我们路段的低速行驶记录
了。”

高速交警说，货车“龟速”行驶，给高

速公路带来了不小的安全隐患。它不仅
影响了道路行车秩序，降低了通行效率，
还会迫使其他车辆从两侧行车道、应急
车道超车，从而导致刮擦、追尾事故概率
上升。如果低速行驶发生在转弯、上坡
路段，很容易引发恶性死亡事故。根据
浙江省公安厅高速交警总队2017年事
故统计分析，在所有亡人事故中，因货车
低速行驶引发的占比高达18.08%。可以
说，在高速公路上低速行驶对司乘人员
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巨大威胁。

记者 王思勤 通讯员 水心胜

本报讯（记者 黎莉 通讯员 姚珏） 昨天上午，
全省对外开放大会在省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这是
时隔14年后浙江再次召开全省对外开放大会。在本
次会议上，公布了2017年度浙江省外贸十强县（市、
区）名单，整个宁波大市占据了“半壁江山”。其中宁
波市独中三元，鄞州区、宁波开发（北仑）区、海曙区
分别以第二、第三和第七的排名入榜。同时余姚、慈
溪两地也分列第五和第八位。

据悉，此次外贸十强县（市、区）的排列是根据当
地的外贸进出口额进行的。其中，义乌市以
23393700万元的年度累计进出口额位列榜首，宁波
市的鄞州区和开发（北仑）区则分别以13141608万
元和12368265万元位列“榜眼”与“探花”。三者之
后，分别为杭州萧山区、余姚市、绍兴柯桥区、宁波海
曙区、慈溪市、平湖市以及杭州高新（滨江）区。

据来自宁波市商务委的统计数据看，2017年，宁
波市进出口贸易总额达 7600 亿元，同比增长
21.3%。其中，进口额为2616亿元，同比增长37.3%；
出口额为4984亿元，同比增长14.3%。进出口总额、
进口额、出口额分别高于全国7.1个百分点、18.6个
百分点和3.5个百分点，其中进出口、出口增速创近6
年新高，而且无论是出口规模还是进口规模，宁波均
位居全省第一。

另据宁波海关统计，2018年1季度，宁波市外贸
进出口总额达1881.3 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11.5%；其中，进口707亿元，增长14%，出口1174.3
亿元，增长10.1%，累计实现贸易顺差467.3亿元。
宁波今年的外贸势头依旧强劲。

2017年度浙江省
外贸十强县（市、区）

昨日公布

宁波拿下

3公里的路，竟开了半个小时

低速行驶不但违法，而且非常危险

半壁江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