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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让出行更方便

每每出远门，车友们也许都会为通过收费站而烦
恼。有时候发现自己现金或者零钱不够；有时候看着远
处排起长长的队伍而心烦。但云南交投集团为了让大家
的自驾之旅更舒心，而用技术解决了这一烦恼。

“ETC （不停车电子收费系统） +无感支付”是运
用互联网移动支付技术，发挥无感支付和 ETC 的优
势，通过“游云南”App （手机应用） 等平台，把 ETC
车辆信息与微信等第三方支付账户绑定后，无需对
ETC 卡进行充值圈存，通行 ETC 车道交费时，自动从
绑定的微信等账户中扣除通行费，实现无感、不停
车、快速通过收费站。另外，ETC 卡还会和一些银行
有合作，这样使得充值扣费更加方便。

云南交投集团的这一新服务刚在其官方微信号发
布，就引来大批网友的点赞。网友们纷纷称赞“这样下
来又更方便了”“这样就好，免得充卡太麻烦”“很好，
省得卡里没钱了，还要去总站才能充值”。也有网友因为
自家车型的差异未能现在开通“ETC+无感支付”而感到
惋惜。而云南交投集团也最终实现了 ETC客户“最多跑
一次”营业网点的便民目标。目前，交投集团已建成
ETC 车道 445 条，MTC （公路半自动车道收费系统） 车
道 1431 条，ETC 用户超过 152 万，ETC 客服网点 65 个，
大大提高了出行的效率。

长长的缴费队伍，固然让人心烦，但高速公路上不
时出现的拥堵更是让司机心烦。除了让大家免去缴费的
繁琐步骤，云南交投集团还致力于用技术让车友避免出
行拥堵的麻烦。一方面，从 2017 年 5 月起，云南交投集
团开始与高德地图开展积极的合作，在高速公路情报板
动态发布路况信息，在高德地图导航过程中实时播报云
南高速公路路况信息，让广大车友从自己的手机就能实
时了解当前路况，避免进入拥堵路段。另一方面，云南
交投集团还会向各种发布渠道如云南高速通、交通服务
热线、电台、电视台等发布交通状况和出行建议，为社
会公众提供交通信息服务。

即使车友在高度公路上遇到其他紧急的问题，也可
以电话向云南交投集团求助。云南交投集团会 24小时守
候在后方的控制室，接听电话并及时反馈车友出行服务
解答指导。秉承“坚持不漏接一个电话，坚持有求必
应，有问必答，悉心为客户排忧解难”的理念，国庆期
间，数位接线员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其中一位接线员
回忆道，当时自己一天要接上百个电话，有时候要同时
处理十多个任务。“真是连吃饭都没有时间呢。”该名接
线员说。截至 2018 年 10 月底， 云南交投集团共计受理
电话75238个，日均450个，按期办结率达100%。

智慧，让出行更安全

高速公路上难免会发生一些事故，但云南交投的工

作人员认为，事故本身极具伤害力，但有时候如果事故
发现、解决的不及时，很可能会导致二次事故，造成更
大的伤亡情况。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云南交投集团在公
路的沿线每一到两公里都设置了摄像头，保证了整个公
路系统全覆盖。同时，云南交投集团还成立了高速公路
应急指挥中心。走进指挥中心的大厅，映入眼帘的是一
片巨大的电子屏幕。屏幕上，显示着交投集团各个路段
的实时状况。一旦某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指挥中心
可以从屏幕中第一时间知道，然后指挥中心可以和当地
的管理人员或者交警连线，最大限度地保证相关人员的
安全。

除了可以实时监控道路的状况，监控还可以对事故
进行回放，以更好地问责。今年 10 月，龙茵隧管站监
控员发现小磨高速公路下行线南木窝河隧道行车道指
示器出现异常。随后，值班人员立即对车道指示器进
行处置并调取监控视频回放。通过查看发现一辆货车
货箱未放下，刮碰车道指示器，导致车道指示器损
坏。监控员立即联系勐腊监控分中心协助查询车辆出
站信息，经过一番查找，终于在 3 个小时后联系到肇事
车主。次日，肇事车主到现场确认，对损坏的车道指
示器进行赔付。

另外，安装监控有利于公路的维护。古偶各区域管
理处开展道路养护巡查时，主要是依靠人工巡查检测，
系统运用后，可以通过监控系统开展道路巡查，极大地
减少了养护成本和人力。而且一旦发现道路异常，还可

以及时对道路进行整修。
目前，已改造了 9 个区域监控中心，对 14 条通车时

间较长的高速公路进行监控系统升级改造，出台和制定
标准规范 9个，开发建设了 1个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及 5个
子系统，实现高密度的视频监控路段 36条，现有固定监
控视频 10000+路，移动车载视频 56套，手持终端 12套。
实时数据监测方面，现有道路交通量检测设备245套，事
件检测41套，气象检测21套，以及隧道、收费站布设的
检测设施设备。

通过智慧高速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建设，提高业务处
置效率，据测算信息录入时间节约30%；应急事件处置效
率提高25%；统计分析效率提高80%；信息发布与共享效
率提高40%；流程规范化管理效率提高30%。在这些科技
的帮助下，云南交投使高速公路的出行更加安全，更让
车友安心。

智慧高速植根于科技的发展。云南交投集团紧紧围
绕国家交通运输部加快综合交通，智慧交通，绿色交通
和平安交通的要求，2014 年在国内同行业中率先以“智
慧交通”立项，编制了建设规划。分阶段逐步完成一个
中心、一张网、一张图、一个号、一套采集、一份备份
中心、一套信息安全、一套标准规范等 8项工作。同时，
智慧高速也让车友的出行更加安全、方便、高效，真正
让每个人的出行都更加美好。随着科技的不断创新、国
家政策的强力支持，云南交投的智慧高速之路定将走得
更稳健、更出色。

守卫一片昆明蓝守卫一片昆明蓝
海外网海外网 罗伊晴罗伊晴

“春城”昆明让人流连忘返的不仅是那四季如春的宜人气候，更是那一片片低头

可俯瞰昆明滇池，抬头可仰望天空的蔚蓝。为了守护昆明人这份引以为豪的蔚蓝，昆

明政府没少下工夫。

“智慧高速”让出行更美好
海外网 卢 菲

走进云南交投集团的控制室，视线被一大块电子屏幕所占据。电子屏内，显示着交投集团各条公路的实时

道路状况。而屏幕的底下，坐着许多忙于接电话的接线员，耳边不断响起：“您好，这里是云南交投集团”的

亲切问候。他们每日忙碌接听来自公路旅客的电话，帮助解决他们有关路况的各种疑问。这一幕幕，都是云南

交投集团践行“智慧高速”所作的努力。

“智慧高速”就是通过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等技术，逐步建立完善的基础设施监测体系、智能化

的路网运行感知体系、可靠的通信资源保障体系、实时的预报预警体系、高效的应急保障体系和完备的出行服

务体系，从而实现让路网运行更安全舒畅、出行更便捷愉快、管理更高效智能、道路更绿色经济的高速公路系

统。近日，云南交投集团的“智慧高速”建设完成了二期工程，初步实现了高速公路的智慧管理、智慧服务。

天空无比湛蓝，偶尔翱翔着几只飞鸟，随手一拍
都是“屏保”。昆明天空这一抹亮丽的蓝总是为昆明人
所陶醉和自豪。然而，2017 年，昆明市环境空气质量
自 2014年起首次跌出全国前十。但昆明市环境监测中
心副主任杨健指出，排名的变化不代表昆明的空气质
量变差。

正如昆明市委书记程连元所言，“昆明的空气质量
是在好的基础上争创一流”。

为了让昆明人每日都能举头望蓝天，市委市政府
以及各企业为此付出不少心血。目前，昆明市共建
有 7 个空气质量监测站。每个监测站对空气中含有的
六项污染物指标如 PM10 和 PM2.5，进行 24 小时实时
监测。

在昆明市呈贡区空气质量监测站发现，六项污染
物的指标不仅都达标，而且有些污染物甚至连超标值
的1/7都达不到，可见昆明的空气质量好。

除此之外，防治城市建设的扬尘也是昆明大气治

理工作的重中之重。而不少相关企业也是将防治扬尘
的工作落到实处，而中国中铁集团就是其中之一。

走进中国中铁位于昆明的工地，一进门，就是
一个多功能环境监测仪器实时显示空气中扬尘的情
况。一旦发现扬尘的数值超标，位于工地内外的喷
淋系统和雾炮机就会喷洒水雾。

为了不让尘土附着在来往汽车的轮胎上，中国
中铁集团还专门在出口设置了车辆清洗棚，先对汽
车进行自动冲洗，之后还会有人对汽车进行精洗，
以保证车辆出工地不带泥渣。

通过有效的治理，2018年1月至9月昆明市空气质
量优 118天，良 151天，轻度污染 4天，空气质量优良
率98.53%。

波光潋滟三千顷，莽莽群山抱古城。四季看花花
不老，一江春月是昆明。在市委市政府的努力下，昆
明守住了属于滇池的蓝，属于天空的蓝，使这片大好
的美景得以世代传承。

滇池被誉为昆明的“母亲湖”，哺育着世世代代的
昆明人。滇池的美更是让无数文人墨客所倾倒。“五百
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这
些关于滇池的诗句流芳千古，让无数游人越发神往。
然而景色如画的滇池曾经却饱受着污染的困扰。2015
年 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云南时指出，“滇池本来是
云南特别是昆明的一颗明珠，现在反而成了昆明乃至
云南的一块伤疤，损失实在太大了”。为此，昆明政府
下定决心整治滇池，还母亲湖一片清澈蔚蓝。

据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工作人员介绍，为了更好地
检测滇池的水质状况，在昆明设立了 56个水质自动监
测站。水质监测站里面有十多台机器分别检测滇池水
的污染物是否超标。为了确保监测的准确性，工作人
员还会定期对滇池水质进行人工检测，将人工检测的
结果和机器自动检测的结果做对比。一旦发现问题，
水质监测站就会将数据上报，让问题的解决更有效
率、更有依据。

科技，让滇池的治理更高效。但在滇池旁边还活跃
着这样一群人，她们每日准时撑着小船，带着打捞网为
滇池打捞垃圾。她们是滇池“巾帼打捞队”，她们也被称
为“滇池的女儿”。李云丽是“巾帼打捞队”的队长，她没
想到自己一干就干了28年。李云丽是滇池的水上人家，
靠打渔为生。滇池的水就是他们的饮用及生活用水。
不忍看到自己赖以生存的滇池被日渐污染，李云丽和其
他姐妹开始自发地打捞滇池的垃圾。这么多年过去了，
有的队员因为年老，慢慢开始干不动了。但是李云丽
说，通常婆婆退下了，媳妇还会接着干。李云丽今年也
已经55岁了。打捞的这些年，李云丽目睹着滇池在政府
的努力治理下不断变清澈。但李云丽说她还要继续干，
干到自己干不动为止。“爱护滇池就像爱护我们的眼睛，
我非常珍惜我的工作。”李云丽自豪地说。

另外，对滇池的治理更离不开对流入滇池各支
流、水系的水质治理。而湿地公园的建设在滇池水质
治理方面功不可没。捞渔河湿地地处滇池东岸，位于
滇池 35条入湖河道之一的捞渔河入湖口，是捞渔河入
湖水污染控制的最后一道生态屏障。捞渔河湿地由捞
渔河湿地整体为扇形布局，由240亩入湖口草本湿地和
460亩中山杉森林湿地及 100亩的服务区组成。湿地充
分结合地形特点，依托河道整治工程抬高水位，使捞
渔河河水以无动力的方式自流进入湿地，通过湿地集
水以及两次布水后，经中山杉森林及自然表流湿地系
统净化后流入滇池，使入湖河水得到净化。目前，捞
渔河湿地日处理水量达1.5万吨。

但捞渔河湿地公园远不止是滇池水质的净化器，
更是昆明市民、外地游客的出行首选。漫步湿地公
园，可在一片葱郁树荫下纳凉，也可低头静观水底的
游鱼，过往的游客都纷纷感叹“这真是个天然的氧
吧”。捞渔河湿地公园无疑是人与自然共生、旅游和生
态保护结合的最佳典范。

同时，位于滇池西南岸的晋宁区同样为净化滇池
的水质做出不少努力。近年来，晋宁区累计投入 34.6
亿余元开展滇池治理，共完成“退田退塘”1.78万亩，
退人1.19万人，退房55.85万平方米。同时在滇池周边
建立了环湖生态湿地 25 块近 2 万亩，其中南滇池湿地
公园还是滇池周边唯一一个国家级湿地公园。这些生
态湿地就像一串散落在滇池南岸的“绿色明珠”，形成
了一道道绿色屏障。

在各项措施的治理下，2018 年 1 月至 9 月，滇池
全湖总体水质类别为 IV 类，滇池日渐恢复了往日的
清澈与蔚蓝。在昆明出生长大的罗桂兰表示，现在滇
池好了，市民也都愿意常来到“母亲湖”的边上走走
看看。

昆明的蓝天从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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