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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郝小庆

正常情况下，高速公路应急
车道只允许公安、消防和急救等
部门的车辆暂时停放和通行，以
便执行公务、抢救伤员或工程抢
险。山东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警
总队主任科员耿超说，在两种情
况下，普通机动车可以在应急车
道上临时停放。

如果车辆在高速行驶中出

现故障，无法正常行驶，也无法
及时移动到更安全的地方；或者
驾驶员或车内乘客突发疾病，需
要紧急处理时，允许驾驶员将车
停靠或拖移到应急车道内。但要
在停车后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
也就是平常说的“双闪”，并在车
后 150 米位置放置警示标识，夜
间距离要延长到 200 米以上，雨、
雾等天气还应当同时开启示廓
灯、尾灯和后雾灯。

还有一种特殊情况，普通车
辆可以在交警指挥下在应急车
道上行驶。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
高速因事故出现拥堵，或者道路
封闭维修时，驾驶员可以根据现
场交警的指挥和路面标识，在应
急车道通行。“例如最近京台高
速济南段有一路段正在施工，占
用左侧两个车道，只余一个车道
供车辆通行。为了提高这一路段
的通行效率，交警部门就允许机

动车临时在应急车道上行驶。”
耿超举例说明。

如果车辆由于故障临时停
在应急车道上，电警也会将其抓
拍下来。不过不用担心，耿超说，
车辆抛锚后一定需要拖移并维
修，“只要保留拖移或维修记录反
映给民警，落实之后可以将违法
记录取消，不受处罚。同样，乘客
或驾驶员突发疾病的，之后提供
病例或既往病史以便核实即可。”

“生命通道”被堵
急救车晚到 20 分钟

来回变道躲抓拍，躲不过电警和无人机

应急车道违停多为上厕所和看导航
随着执法力度的加强，现在

应急车道违法占用的情况比前
几年好了很多。耿超说，长假期
间山东高速公路整体车流量达
1671万，较去年增加了17%，但应
急车道违法占用行为相比去年
下降了20%。“这在一定程度上也
反映出驾驶员安全意识和守法
意识的提升。”

这些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的
驾驶员，都是什么原因？“因前方
事故导致高速路段拥堵时，占用
应急车道行驶的现象比较明显，

行驶通畅的路段则比较少见。”
耿超告诉记者，在应急车道违停
的车主中，绝大多数都是为了下
车在路边上厕所或停车设置导
航，还有少部分驾驶员在应急车
道停车补觉。

据济南高速交警支队消息，
9月30日交警在绕城高速南线巡
逻时，在济南南收费站东侧8km
处发现一辆小型货车停在应急
车道内。交警上前查看后发现驾
驶员正在睡觉，将其叫醒后了解
到，驾驶员连续驾驶7个小时，已

经超过疲劳驾驶“连续驾车超过
4个小时”的判定标准，将受到疲
劳驾驶和应急车道违停的两项
处罚。

耿超透露，山东高速交警部
门下一步准备开发一套高速公
路交通违法行为有奖举报机制，
目前正在进行平台搭建准备工
作，“将来通过这个平台，市民可
以在高速公路上通过手机随手
拍下高速交通违法行为并上传，
来对其进行监督，同时获得一定
奖励。”

两种情况下，私家车能临停应急车道

9月30日晚，在济广高速东
平段，一辆卡车与面包车发生追
尾，卡车前挡风玻璃的碎片散落
一地，受伤司机卡在大车里等待
救援。因发生事故，后面的车辆
开始拥堵，不断有车主耐不住性
子驶入应急车道，很快，应急车
道也堵了。拉着警铃的120急救
车和道路救援车被挡住，“前面
的车挪一下。”工作人员拿着喇
叭向外喊话，艰难地向前挪。

10月5日，在京台高速泰安
段发生三起追尾事故，引发长达
10公里的拥堵，应急车道同样没
能“幸免”，而占用应急车道的除
了私家车，还有一些体型较大的
营运客车。被堵住去路的120急
救车和道路救援车辆只能一边
喊话一边在车流中挪动。

“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
当高速道路因发生事故导致拥
堵时，车辆占用应急车道会耽误
抢险救援和清理现场。”山东省
公安厅高速公路交警总队主任
科员耿超说。在十一小长假期
间，福银高速孝感段就因应急车
道被占用，救护车被堵在距事故
现场 5 公里的位置过不来，导致
腿部严重骨折的孩子耽误了 20
多分钟才被送往医院。

□记者 郝小庆 高雯
□通讯员 晋伟雄

车流量较大的十一黄金
周，是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行
为的高发期。因“生命通道”
应急车道被堵塞，导致救援
车辆难以抵达事故现场，延
误受伤人员救治的事情仍在
发生。据山东高速交警部门
统计，今年长假期间，共查处
机动车占用应急车道违法行
为 1 . 6 万多起，其中仅长假开
始的前两天就查处了 9 2 0 0
起，这些车辆面临着罚款 200
元、记 6 分的处罚。为了整治
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行为，除
了增设抓拍点位，山东高速
交警还派出了无人机空中执
法，国庆期间 43 架无人机巡
航 473 公里，盯紧“生命通道”
的违法占用。

“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的驾
驶员，为了躲避电警抓拍，在正
常车道和应急车道之间来回变
道，很容易造成新事故。”耿超
说，驾驶人抱着侥幸心理，在行
驶到抓拍点位时提前回到正常
车道行驶，通过点位后再回到
应急车道，认为这样不会被抓
拍。但其实多功能电警设备的
抓拍范围通常能达到500-1000
米，距离最近的两个电警之间
仅隔两公里，因此，试图来回变
道躲避抓拍的车主很可能已经
被拍下来。十一期间，共查处机
动车占用应急车道违法行为
1 . 6 万多起，其中仅长假开始的
前两天就查处了 9200 起。

截至目前，山东高速交警部
门在山东高速公路上共安装了
3500 多处多功能电警，总数比去
年增加了 50%。

除了固定的摄像头设备抓
拍，民警巡逻和无人机抓拍也紧
盯着应急车道。“目前山东高速

交警正在陆续配置无人机，用于
对部分拥堵路段的‘空中巡
逻’。”耿超说，现在“空中巡逻”
主要在济青南线和北线上应用。
长假期间，全省共出动无人机42
架次，巡航473公里。“执勤民警
在无人机回传的画面中发现违
停情况后，可以通过无人机对违
法司机喊话，督促其驶离应急车
道，违法车辆的号牌信息同时也

会传回交通违法处理系统。”
参与执法的无人机有多种

型号，能搭载不同模块系统，包
括高清摄像、喊话、照明和热成
像系统等模块，民警会根据实际
需求进行调整。此外，空中巡逻
还可以监测高速上发生的交通
事故，然后通过号牌信息联系事
故当事人或直接喊话，指导其快
速处理。

2014 年 6 月，深圳市交
警与急救中心建立救护车

“无忧避让”制度，对不避让
救护车的社会车辆进行处
罚，同时对因避让救护车而
违法的车辆取消处罚。今年 7
月，一辆救护车通过一拥堵
路段时仅花费 3 分钟，平时
车辆驶过该路段需 20 分钟。

以前，如果避让救护车
发生交通违法行为，车主需
要到交警局申诉，一般来说
可以免予处罚，但比较麻烦。
而“无忧避让”是建立避让自
动备案机制，在全市200台救
护车上配备专门的行驶记录
设备，可以记录救护车出车
后的全部行驶过程。

救护车执行任务时，系
统会自动对主动避让的车辆
进行甄别，主动筛除其在避
让过程中产生的变道压实
线、驶入导流区、闯红灯等

“违法行为”，不作为违法行
为予以记录，“违章”车主无
需多耗时间精力申诉。不过
需要注意的是，避让车辆在
救护车通过后应及时恢复正
常行驶。

另一方面，当救护车路
遇拥堵鸣笛示意避让时，车内
电子警察设备会自动识别车
牌，并计算前方车辆的阻挡时
间，超过设定时间不避让的、
在规定时间内避让的都将如
实记录，核实后将依法处以罚
款300元，扣3分的处罚。

“无忧避让”启动一年
后，深圳市10个区的“120”急
救平均到达时间较上一年度
同期都有不同程度的缩短，
救护车行车时间平均缩短了
两分钟。

今年9月，济南交警也提
出将建立救护车“无忧避让”
制度，目前相关工作正在推
进中，在刚刚过去的双节长
假中，济南交警采取现场查
纠、电警抓拍等方式对不避
让急救车辆的车主进行劝
阻，对因避让造成违法的车
辆予以清除违法。 综合

8天长假山东1 . 6万驾驶员因占用应急车道被罚

应急车道，应谁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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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2012年以来事故
多发道路的大数据统计分
析，山东高速交警指出，省内
高速公路轻微事故主要集中
发生在以下8路段：

山东高速 8 路段
多发轻微事故

深圳“无忧避让”
车辆让出生命通道

1100 月月 11 日日，，一一名名旅旅客客在在 GG2222 青青兰兰高高速速应应急急车车道道上上违违停停并并带带宠宠物物狗狗下下车车方方便便。。（（山山东东高高速速交交警警总总队队供供图图））

99月月3300日日晚晚，，济济广广高高速速东东平平段段
因因应应急急车车道道被被堵堵，，救救护护车车难难以以通通行行。。

记记者者 高高雯雯 摄摄

民民警警正正在在利利用用无无人人机机对对违违法法行行为为进进行行抓抓拍拍。。（（山山东东高高速速交交警警总总队队供供图图））

综合

G3 京台高速京台鲁冀收
费站到齐河路段

G3 京台高速泰安西到曲
阜北路段

G3 京台高速滕州到京台
鲁苏收费站路段

G20 青银高速寿光到遥墙
路段

G35 济广高速平阴到郓城
南路段

G2 京沪高速新泰东到临
沂南路段

G25 长深高速沂山到沂南
北路段

G15 沈海高速闫村到泊里
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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