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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沈汝发、邹乐、朱国亮、杨绍功、刘宇轩、李博

10 月 10 日 18 时许，正是下班时分。与往常一
样，江苏无锡市 312 国道锡港路段车流涌动。当左
转绿灯亮起时，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近百米长
的高架桥混凝土桥面，突然斜斜地从高空砸向正在
行驶的汽车。

短短几秒，3 名市民不幸当场遇难。

“飞来横祸”

“事故发生时，我以为发生了地震，还给气象台、
地震局打电话报警并询问情况。”东北塘街道锦阳村
村民吴建初，家就住在 312 国道旁，距离事故路段仅
几十米远。他说，后来跑出家门，听大家议论纷纷，
才知道桥塌了，“我们天天都在桥下走，发生这样的
事故，真是飞来横祸。”

“不幸中的万幸，当时是左转绿灯，车辆少。如
果直行的话，伤亡可能要更严重。”无锡昌吉金属制
品有限公司就位于事故现场附近的锡港路 177 号，
安徽籍员工陈先生在事发后赶到现场。

“整个桥面像跷跷板一样翻过来，有辆货车倒在
侧翻的桥面上，还有几辆车子被压在下面，太吓人
了。”他告诉记者，每天有很多人、很多车从这个桥下
面过通行，想想都后怕。

截至目前，侧翻的桥面和桥墩已被清理，锡港路
已经恢复通车，但 312 国道侧翻路段依然封闭。

事故发生后，交通运输部专家赴现场指导事故
调查。据无锡市有关部门介绍，目前，调查组对车主、
肇事车辆、载货情况、桥面倾覆被压车辆、桥面上侧翻
车辆，以及运输公司、货物装载码头单位等已展开先
期调查，正进行技术层面分析，最终将形成技术分析
报告。另外，调查组还在收集与事故有关的法律法
规和资料，根据技术分析对原因和责任作深入调查。

“最后一根稻草”

“这个桥都通行 10 多年了，好好的桥，怎么就塌
了？”67 岁的锦阳村村民石文珠颇为不解。

“经过现场勘察，大桥垮塌主要是由于超载引起
的，现场有 6 卷钢卷。”调查组成员、中南无锡路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原总工程师张明庆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从钢卷带上标注的数字来看，肯定是超载，而且
是很严重的超载。”

记者 10 日晚赶到事故现场看到，在侧翻桥面
上，一辆大货车装载的 6 卷热轧钢卷板散落一地。
据警方介绍，还有一辆大货车装载 7 卷。大货车荷
载在30多吨，但一卷钢卷板重量就达28吨多。据官
方测算，两辆大货车累计超载258吨。

无锡地处苏南，制造业十分发达。312国道旁聚
集了许多钢材交易市场。连日来，记者在 312 国道沿
线看到，车辆川流不息，大货车一辆接着一辆。附近
居民告诉记者，这条道路交通非常繁忙，通行压力巨
大，每天大货车不断，尤其是傍晚时分，车辆特别多。

“这些车辆超载情况严重，经过时路面震动非常
大。”石文珠说，“当大卡车经过的时候，家里的床都

在震动。”这次的超载车辆，可谓是压倒骆驼的“最后
一根稻草”。

针对超载造成的安全隐患，张明庆认为，超载车
辆行驶之后，桥梁裂缝增多，会积累不少风险。因
此，要加强日常巡查养护。同时，按照规范对桥梁进
行定期检测，发现问题之后要第一时间请设计单位
加固设计，再请施工单位施工，保证桥梁的结构
安全。

“迟早要出事”

记者调查发现，肇事企业无锡成功运输有限公
司可谓劣迹斑斑，曾多次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
亡被法院判处赔偿。

“这公司的车很不守秩序，出门直接左转，逆行，
不愿意右转再从前面绕过来，图省事。”居住在附近
小区的何先生说，“我开车差不多天天走这儿，这些
车开得很猛，我们都让着它。”

何先生告诉记者，这个公司距离小区最近的地
方只有四五米，群众意见很大。“一大早五六点钟，大
家还在睡觉，这些大车就出动了，轰隆隆的非常吵，
晚上又到很晚才回来。”

记者在现场看到，企业大门紧锁，里面堆放着废
弃轮胎，停着一些废弃汽车。门口墙上的公司名已
经被扒掉，院子里只有一名老大爷在看门。“原来公
司名被扒掉过一次，后来在下面又贴上了，这次出事
后又扒了。”何先生说。

两辆涉事货车的司机，一个受伤在医院治疗，一
个已被警方控制，公司有关负责人也已被警方带走。

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无锡成功运输有限公司
老板是子承母业。“他妈妈从一辆货车做起，后来做
得很大，儿子继承产业，现在公司在媳妇手上。原来
离婚了，3 月份刚复婚。”这位知情人士说，这个公司
在无锡重载物流企业中是比较厉害的，一些货车也
挂靠在名下，公司来接单，后面有人干活。

“这些车太疯狂了，迟早要出事。”附近群众说。
记者看到，由于超载，公司门口的铁板已经被货车压
得扭曲变形。

“司机也不愿意超载”

事故发生后，江苏在全省开展治理超载。为了
追踪超载背后的原因，记者 13 日在涉事大货车载货
出发的江阴四号码头，上了一辆前往惠山区拉货的
大货车。

“运价低、油价高，司机为了跑一趟多赚一点，超
载是普遍现象。”司机陈博常年跑公路货运，“其实司
机也不愿意超载，不仅加剧车辆损耗、费油，而且不安
全。我们也有家人，超载时遇到紧急情况很难避险。”

当车辆行驶至徐霞客镇附近时，突然遇到一个
骑着电动车横穿马路的老人，陈博一脚急刹，空气中
弥漫开一股胶皮过热时的焦臭味。“幸亏咱们是空
车，如果是超载的话，可能就刹不住了。”陈博心有余
悸地说。

记者随车观察发现，部分路段有检查车辆超限
的标识。大货车普遍都装得比较少。“那么大的车，
只拉一卷钢材，这在以前根本无法想象。”陈博说，
“以前如果被查了罚点款也就没事了。现在查得紧
了，不敢超载了。”

对于治理超载，陈博表示支持严格执法，这样才
能消除行业恶性竞争的乱象，让大家都能平安挣钱。
“如果要严管，就必须一视同仁，从码头、到货运企
业、再到发货和收货企业都得管起来，不能只罚货车
司机，司机其实夹在中间是最苦的。”

河北邯郸的运输个体户李志虎也深有同感。河
北部分钢厂已经发通知要求限载。“希望不是一阵
风，必须从源头治理。都规范了，大家就都能平平安
安地赚钱。”李志虎说，“谁也不愿意拿命赌博。”

“运费肯定要上涨”

事故发生后，当地有关部门禁止钢材城大量囤
货，并严查苏南境内货车“四超”（超载、长、宽、高），
对各种不同型号的车辆提出载重限制，如查到超载

车辆，不仅驾驶员被扣分罚款，厂家也要承担连带
责任。

“原来１辆车拉的货，现在要６辆车来拉，运
费肯定要涨。”无锡东港物流的一名李姓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

记者采访看到，许多长十多米的六轴大货车，
都只拉了一个钢卷，这成为货车司机眼里的稀罕
景象。

江阴市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说，受事故影响，
运输价格上升比较明显。有些公司从江阴到无锡
市区的短途钢材运价，已经由 8 块钱一吨涨到 30
多块钱一吨，涨了四五倍。

距离事故现场不足 500 米的东方钢材城，是
无锡钢材原料仓储和加工的集散地之一，遍布大
量销售不锈钢、金属制品公司。一家企业老板说，
现在原料运费已经涨到约 50-60 元一吨。

无锡市群明钢业有限公司从事不锈钢材料深
加工及销售。业务员杨真真说，因为企业自办物
流，产品价格目前没有受到运价的影响，但少拉多
车肯定增加了企业的运输成本。

“不超载怎么赚钱。原来运费一吨 8 元，连油
钱都不够，还要付驾驶员工资。超载现象很普
遍。”一位物流企业负责人说，事故发生后，码头港
口全部不让超载，现在一吨运费 50 元，每车保底
1500 元，低于这个价格没人干。

无锡市公路管理处副处长荣武分析认为，严
厉治超就导致运费急剧上涨，这其实还是因为过
去的治超治标不治本，没有形成多部门、全环节的
治理，导致超载越来越严重，甚至形成了恶性竞
争。所以还是要综合治理，让整个运输行业回到
良性发展的轨道上来。

“治超要平衡各方利益”

“治超存在一个利益平衡的问题，治超是为了
安全，网开一面是为了发展，当然也可能滋生腐
败。”江苏一名地方交通运输局负责人认为，如何
平衡安全和发展，才是治超难题背后的大问题。

不少物流企业对此很认同。“如果今天有事故
严一点，明天没问题了又松一点，那么治超就不能
常态化开展，只会越治越超。”一位物流企业负责
人说，“治超要看政府部门的力度，更要看政府的
管理水平。”

“那么多人的生计在这里面，那么多的货需要
拉，超载时一车拉了六车的货，治超后六辆车才拉
以前一车的货，道路是不是会更堵？物价是不是
会涨？”物流企业普遍认为，治超要统筹考虑，不能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治超之所以难，是因为有巨大的利益在里
面。司机其实很辛苦，出门一路被“卡”，接触的各
方面都能给他们小鞋穿，都能拦住要钱。”一位相
关部门负责人分析说，很多企业为了利益不择手
段；对于码头而言，它只有一个装卸和储存的功
能，不会积极称重、限载；而收货方巴不得快点把
货物从码头运走，减少自己的储存成本，所以也不
会管大货车超载，巴不得多拉快跑。

事故发生后，各地高度重视，有些地方甚至主
要领导亲自带队上路执法，让交通等部门的干部
职工压力巨大。“我们一边加班加点上路加强执
法，一边心里也犯嘀咕，到底这样的整治能持续多
久？这个能是常态吗？”一位地方交通部门负责人
坦言，存在这样的困惑。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田伯平说，现在货
运行业不景气，从业者常说“不超载就不赚钱”。
企业盈利难，就千方百计压成本，而超载又会带来
安全隐患。治超要从源头上理顺运输价格，全局
统筹考虑。

“希望这样的事故不再重演”

如何破解超载这一痼疾，记者广泛采访了交
通、公安等相关政府部门和专家学者以及业内人
士，他们建议：

——交通、公安等部门做好衔接。“我们跟交

警之间，治超的衔接也是有一定困难的。”一位地
方交通部门负责人举例说，“省里边给我批了一套
电子治超装置，但是数据测出来交警不认，或者是
传到大货车所在地，数据不联网也不知道那边有
没有处罚。”这位负责人坦言：“我作为一个交通局
长，在路上遇到‘百吨王’，我都要犹豫，到底是打
给哪个部门去举报。”他认为，公路管理与交警部
门要加大配合力度，上级部门做好统筹协调。

——从源头上加强管理。“我们现在很为难。
超载车辆上路了，查到了，你不驳，出了问题，有管理
责任；如果驳载，场地哪里来？”一位公安部门负责人
说，解决治超问题，靠交通和公安的治超点来解决
问题，压力太大了。同时，还存在安全问题。“特别是
在高速公路上，超载车辆变成连续流以后，就很难
截下来。超载以后，惯性很大，拦截不好，就可能造
成车祸。”这位负责人认为，超载车辆到路面上以后，
再处理就难了，因此要从源头上加强管理。

面临治超的压力，多名一线执法人员反映，治
理超载涉及很多部门很多环节，不光是路面的问
题。首先是汽车的制造，接下来是改装、上牌、年检，
装载还涉及货源地等等，最后才是路面执法。路面
执法是一种兜底性质的执法。“以我们现在的执法
人员数量，无法实现百分百覆盖，无法达到全区全
时段检查执法。”一位执法部门负责人说，“到了晚
上，超载问题尤为严重。就算我们全员投入检查，我
们这里路网十分发达，司机总还是有空可钻。”

——源头关键在于动力问题和车辆改装。据
业内人士介绍，国外一些发达国家，车辆的动力和
装载货物重量之间匹配度比较高，车辆超载一点，
动力就不行，拉不动了。而我国很多车辆 10 吨也
能拉，20 吨也能拉，100 吨也能拉。“动力有余，就
带来了车辆改装问题。”这位业内人士说，现在很
多车主、驾驶员为了牟利，就开始改装拖挂，栏板
加高，弹簧钢板加厚。他建议，新车动力上要限
制，同时不能肆意将装载吨位改大。

——加大超载违法成本。据执法人员介绍，
目前对超载的处罚，一般处 200-500 元；超过核
载质量 30% 的，即超载严重，罚 500-2000 元。“这
个处罚力度，相比于超载造成的严重危害，违法成
本太低了。”这位执法人员说，“就是罚 2000 元又
能怎样，人家下次还是照样超载上路，达不到深层
次治理的效果。”

——强化技术治超。“技术治超不是说仅仅路
上多装一些监控，多装一些检测设施，还应该向一
些发达国家学习治超经验。”有关人士建议，比如
日本等国，如果车辆超载达到一定量，发动机是没
有办法发动的。我国现在这样靠人力治超，吃力
还不讨好，汽车制造的主管部门应该研究这些问
题和技术。

——从行业层面打通超载堵点。据东南大学
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顾大松介
绍，2016 年，多部委建立了治超的“一超四罚”机
制，力度很大，但是依然无法遏制住超载超限问
题，因为货运价格太低、运输成本太高。顾大松认
为，国内货运行业长期多小散乱的格局没有得到
解决，导致产生许多问题，因此要从行业层面打通
超载堵点，利用市场规律加以调节。

“交通运输治理和环境保护是一样的，都是有
成本的，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成本就要提
高。”江阴市交通运输局局长缪慧说，“不能以牺牲
安全为代价换取发展，那就要提高成本去管养，就
要以改革创新从制度层面上去降成本。”

“遵章路上走 安全伴你行”，在 312 国道锡
港路高架桥侧翻事故路段，新近竖起了宣传交通
安全的公益广告牌。但少了一段桥面的高架桥缺
口，仍然触目惊心。“现在看到那些桥，心里都有阴
影了。”一家礼品店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有一次
堵车，堵在桥底下，心里慌慌的，生怕桥会塌下
来。”

30 多岁的小货车司机梁云建 12 日晚带着女
儿、妻子一起到事故现场。“来悼念遇难者，死者中
也有一个妈妈和女儿，孩子还那么小，挺难受的。”
梁云建说，“教训太惨痛了，希望这样的事故不要
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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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1 日，在江苏无锡高架桥侧翻事故现场，施工机械在破拆侧翻高架桥段。 新华社记者李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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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超载违法成本 ，强化技术治

超，从行业层面打通超载堵点，全

局统筹协调

我国在交通规划方面仍与西方国
家存在一定差距，在交通信号灯与指
示牌设置方面仍有许多待完善之处，
超载大货车因而得以频频过桥。

一旦超载车辆上了桥，便相当于
对桥施加了一个巨大的扭矩，使桥梁
路面与支座连接处的局部应力骤然增
大。不幸的是，不论桥梁构件材料多坚
固，都存在承载上限。当应力达到一定
数值时（这一应力值在力学中被称为
强度极限），材料会发生破坏失效。

——企鹅号“蝌蚪五线谱”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商用车分会秘
书长钟渭平说，通常整车厂会设置一
个载重的安全系数，在这个范围内略
微超重，仍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安全，
但不会超过整车重量的二到三成。

涉事车辆为何如此“能装”？根据
现行规定，车辆上路的重量必须在49
吨及以下，超过上述重量必须向有关
部门报批。因此，所谓“百吨王”即经过
改装的载重货车。

具体来说，一些自卸车会经过改
装厂改装，通过加粗加厚钢板、修改轮
减桥甚至货箱的锁扣等方式，让车辆
能够装载百吨货物。

“装载的上限，取决于你的胆量。”

有车主表示。“百吨王”意味着：整车质
量上限为 49 吨的货车车重增加了几
倍。这会导致轮胎变形、爆胎、制动距
离延长甚至失灵等一系列风险。

而这也催生了一整套“魔改”行
业，一款名为“刹车王”的产品成为超
载标配。 ——公众号“出行一客”

刑罚只是整体社会治理系统之下
最后使用、最不得已的手段，只有当行
为不能用其它较轻微的制裁手段加以
制止，才用刑法加以规范。

所以，社会治理不能依靠“过度刑
法化”。如果地方性治理超载标准、以罚
代管等行政失灵的问题没有解决，就不
能得出“只有超载入刑才能解决超载”

的结论。 ——公众号“南都观察家”

萃观点

近日，记者在湖南湘潭一些农村地
区走访看到，多辆低速货车载着砂石、
砖头、钢筋等货物快速行驶在乡间道路
上，其中有些小货车已经破旧不堪。

据一位基层交通运输局负责人透
露，县交通管理局有 50 多人参与治超
工作，感觉像是“坐在火山口”，责任
大，效果也不明显。二手低速货车占领
了农村，很多车辆车况不好。

记者在网络搜索“二手低速货
车”，出现了近 300 万条信息，“8000
元购买二手自卸低速货车”“3 . 6 万元
出售二手低速货车”等信息随处可见。

在一些农村地区，二手货车质量
良莠不齐，超载是潜规则。农村地区很
多从事运输业的人在利益驱使下，多
拉一吨是一吨，超载成为常态。

——本报记者帅才

■二手低速货车隐患大

■桥梁承载力如何确定？

■超载“入刑”就管用吗？

■超载的危害性有多大？

设计时会引入各类系数
对桥梁的抗力进行修正，保证
桥梁的载重冗余

社会治理不能依靠“过度刑法化”

桥梁在设计时往往会留有很大的
承载冗余。在按照设计完成施工后，还
需用装满重物的车辆开到桥上进行荷
载试验，通过不断加载来检验桥梁的
承载能力，一切达标后方可通行。

然而日积月累，桥梁在服役过程
中难免会发生老化，从而使桥梁构件
的实际承载能力逐渐降低。因此，在设
计时便需引入各类系数对桥梁的抗力
进行修正，以确保桥梁在使用多年后
仍具有较大的承载冗余。

——企鹅号“蝌蚪五线谱”

一些农村地区二手货
车质量良莠不齐，超载是潜
规则

载重 180 吨，相当于驮着 3
辆主战坦克在桥上开进。“装载
的上限，取决于你的胆量。”

不论桥梁构件材料多坚固，
都存在承载上限，当应力达到一
定数值时，材料会发生破坏失效

■改装车到底多“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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