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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上半年《中国高速公路出行大数据报告》出炉

节假日期间莞佛高速全国最拥堵
易发生事故桥梁虎门大桥排第二
东莞时报记者 冯欢

全国这么多条高速公路中，
哪条高速最塞车？哪条高速公路
最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开车经过
这里需打起 12 分精神？
记者昨日从高德地图发布的
2017 年上半年《中国高速公路出
行大数据报告》
（以下简称《大数
据报告》）中了解到，在今年上半

年节日里 G9411 莞佛高速东莞
段可谓最塞车，位列全国节日十
大拥堵高速之首。
常年也是塞塞塞的虎门大
桥则是司机们需要特别小心
驾驶的路段，
《大 数 据 报 告》发
布了今年上半年全国十大事
故 多 发 桥 梁 的 榜 单 ，虎 门 大 桥
以全国排名第二的位次榜上
有名。

节日全国高速路拥堵加剧
《大数据报告》显示，
无论是东
莞还是全国的高速公路，
都会受到
节日的影响拥堵加剧明显，
拥堵里
程随之上升。在今年上半年春节、
端午、
五一、
清明 4 个节日当中，
最
拥堵节日当属春节前两周的春运
时期，受集中返乡车流影响，全国
高速拥堵程度超过端午节假日。
除此之外，清明假期高速拥
堵状况最严重，其次是五一和端
午节，清明假期高速拥堵里程比
端午节高出 2 倍，而五一高速拥
堵里程又比端午高出 1.5 倍。
《大数据报告》分析认为，这

与清明、五一节假日高速免费、公
众出行集中密切相关。
从具体时段来看，
平日每天高
速最拥堵的时段为18:00~19:00。
以清明节为例，去年清明期
间全国高速的日均拥堵里程为
805 公 里 ，今 年 则 达 到 1043 公
里，激增 29.6%。而今年的五一
和端午小长假期间，拥堵里程数
同比去年超过了 5%。
《大数据报告》分析，
“同比去
年，高速在平日拥堵较为平稳，但
在节日期间拥堵加重明显，整体
拥堵程度同比上升了 22.5%”。

G9411 莞佛高速全国最拥堵
仅仅是节日的话，广东的高
速拥堵里程在全国来看是最长
的，达 102.7 公里。高出第二名四
川近 50 公里，可见拥堵程度高出
全国其他省份很大一段距离。
而排名第二的四川节日拥堵
里程仅 56.1 公里，排名第三的江
苏拥堵里程 48.1 公里。而吉林算
得上全国上半年节日期间高速最
畅通的省份，全省高速节日拥堵
里程仅 3 公里。
而全国节日期间十大过境高

速路段均集中在南方，
而G9411莞
佛高速东莞段和 G4 京港澳高速东
莞段均榜上有名，
分别位列第三和
第八。
G9411 莞佛高速从太平立交
至威远立交这一段，则成为全国
节日期间十大高速拥堵路段之
首。作为连接广州、东莞的重要
通道，这一高速路段全天拥堵延
时指数为 3.31。这意味着，原本
顺畅时 10 分钟能通行的路段，拥
堵时需要耗费 33.1 分钟。

十大事故高发高速 珠三角占前五
从全国高速事故量热力分布
看，
珠三角地区广州、
深圳、
东莞高
速事故量居多。
《大数据报告》发布
的全国十大事故高发高速榜单中，
前五名均是珠三角的高速路段，
其
中 G9411 莞佛高速以 11%的事故
发生量占据榜单第三名。
《大数据报告》显示，高速易
发事故的隧道、桥梁路段中，隧道
群、城市间互通大桥特别容易发
生事故。其中，
事故多发隧道排名
第一的是G4京港澳高速广州段的
木强隧道，第二、第三名均位于

G15沈海高速台州段，
两隧道相距
约 15 公里。而东莞境内 S3 广深
沿江高速宴岗隧道排名第八。
桥梁事故多发中排名第一的
是苏通大桥，是连接南通与苏州
的重要通道，排名第二的虎门大
桥，则是连接广州与东莞的重要
通道。
《大数据报告》依据不同天气下
高速出行量与事故发生量分析得
出，
大雨、
暴雨天气下高速事故发生
率较高，小雨、中雨情况下较为接
近，
晴天、
阵雨天气相对低一些。

2017 年上半年节日期间十大高速拥堵路段
高速名

全天拥堵
延时指数

G9411 莞佛高速-东莞（从太平立交至威远立交）
G85 渝昆高速-重庆（从陈家坪立交至西环互通）
G15W 常台高速-苏州（从董浜南枢纽至董浜枢纽）
G85 渝昆高速-重庆（从绕城成渝互通至宋家沟服务区）
G15 沈梅高速-深圳(从排榜立交至水荷立交）
G4 京港澳高速-北京(从大井桥至卢沟桥南路出入口)
G9411 莞佛高速-广州(从坦尾互通至虎门大桥)
G15 沈梅高速-深圳(从丹梓大道出入口至 G25 长深高速)
S3 广深沿江高速-东莞(从连升南路出入口至威远立交)
G72 泉南高速(从 024 县道出入口至六景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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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国庆高速路免费 8 天
东莞时报讯 （记者 冯欢） 今年的中秋、国庆长假一起
过，假期连在一起一共有 8 天，这 8 天全国的高速公路都免
费！免费！免费！大好假期，
你想好要去哪里玩了吗？
高速公路的免费期从 10 月 1 日零点起到 10 月 8 日的深
夜 12 点止。高速路上的 7 坐（含 7 坐）以下载客车辆，以及普
通收费公路行驶的摩托车都可以免费。
据悉，高速公路免费期间，ETC（电子不停车收费）车道
将调整为免费模式，7 座（含 7 座）以下载客车辆 ETC 用户
“过机”
时不会被扣费。

热点问答
问：
节日中哪天事故高发？
答：
春节最后一天正月初六。
问：
一天 24 小时中，哪个时段事故高发？
答：工作日下午时段要高于上午，事故高峰出现在 16:
00~17:00；节日期间出返程时段事故易高发，出程事故发生
高峰为 10:00~11:00，返程高峰为 16:00~17:00，且返程事故量
高于出程事故量。
东莞时报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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