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界站永不褪色的螺丝钉

高发公司安新分公司豫冀界收费站副站长 刘远冰

随着国家收费公路体制改革，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

的政策实施，豫冀界收费站即将完成她神圣的使命，退出历

史的舞台。豫冀界收费站不仅给我们留下了累累硕果与丰功

伟绩，更培养了一大批爱岗敬业默默奉献的高速公路员工。

在豫冀界收费站众多职工中，有一个大家经常挂在嘴边的名

字：刘远冰，他身上有着螺丝钉一般的“硬劲”、“干劲”、

“钻劲”，被大家称为“拼命三郎”、“收费百事通”、“万

能调解员”，是一颗钉在省界站闪闪发亮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一、螺丝钉般的“硬劲”

豫冀界收费站地处河南河北交界地，是逃费发生的高发

区，在面对种种逃费手段，种种暴力威胁，刘远冰作为与不

法分子正面斗争的带头人，由于抓的严，看的紧，不法分子

在他那里只能碰钉子，而他在打逃战役中多次被不法分子

“重点照顾”。

刘远冰担任豫冀界站三班班长时一个夏天的晚上，刘远

冰正带着外勤在站区巡逻时，遭到不法分子的突袭，面对砖

块的，但却狠狠地砸在了他的右臂，他当即摔倒在地，钻心

的疼痛袭来。接着，又一记飞砖砸在了他的嘴上，顿时鲜血



直流。

“不要管他们了，快回到收费亭里。”同事大声的喊着

他。

刘远冰没有理会，强忍着疼痛爬了起来，继续组织人员

对不法分子进行阻击直至将不法分子驱离。事后，刘远冰被

送到医院救治，嘴唇被砖头砸了个口子，鼻子、脸上也多处

擦伤。

他的妻子赶到医院着急的说：“幸亏没有砸中头部，要

是砸在头上，不被砸死，也得落个伤残，他们逃费也不少给

你发工资，你何必多此一举。”听着妻子的埋怨，刘远冰苦

涩地笑了，他知道妻子心疼自己，只是自己看不得国家的通

行费流失。

每每有货车闯卡，刘远冰都带着人员开着公务车进行阻

击和追赶。而不法分子在公务车进入河北境内后就从边坡上

拿着砖头向他们的车上砸去，车玻璃被砸烂了好多次，刘远

冰一点也不畏惧。最多的一个夜班，闯卡过去 11 辆大货车，

全被他从河北境内追回，挽回通行费损失 20 余万元，极大

震慑当时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

2007 年一个寒冷的冬日，天空飘着雪花。凌晨 1 点多，

一辆大货车闯卡而去。刘远冰获悉后立即带人驱车追赶，一

直追了 50 多公里，在河北邯郸南收费站附近时终于追上，

司机见状锁车门后弃车而逃。货车停在当时只有两车道的高



速上极易发生交通事故，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由于是半夜，

又受到执法区域的限制，刘远冰多方联系、多方协调，好不

容易才让河南清障车赶到,却又发现货车是断气刹，不松刹

车根本拖不动。刘远冰趴到车底下和清障人员一起在地上足

足趴了半个小时，才拆卸下刹车装置，等把车拖回河南收费

广场，已经是早上六点多了。

就是凭着这股“硬劲”，自 1997 年开通 20 余年间，经

过他治理的各种垫板、冲磅、绕磅、跳磅、闯卡、假冒绿通

等偷逃通行费车辆 354 辆，为国家挽回通行费收入 83 万余

元。

二、螺丝钉般的“干劲”

23 年来，豫冀界站收费工作在他的引领下涌现出 37 名

亿元收费状元，居全省同行之首，收费站自开通累计通行费

收入 152 亿元，占全公司总收入的 67%。“工作 23 年以来，

刘远冰的出勤率达 100%。谁家里没个事儿？但他从来没有因

为个人原因请过一天假，甚至每年春运、节假日、恶劣天气

都主动请缨加班。”豫冀界收费站站长李耀这样评价他。而

刘远冰对待工作的投入不仅体现在时间上，更是对工作的要

求上，特别是此次撤销省界站的表现上。

豫冀界收费站收费天棚主体结构系钢筋混凝土双层结

构，结构复杂、工程量大、工程时间长、堵车严重等特点让



它成为了我省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拆除工作难度最大的一

个收费站。

面对这些困难，作为主抓收费工作的“带头人”，刘远

冰带领大家积极想办法、解难题，在土建施工、机电转换、

解堵保通方面投入巨大精力，连续 1个多月经过多次讨论研

究，制定出行之有效的“保通宝典”：

一是抢救性的恢复出两条 ETC 和人工混合车道，使保留

车道从 6 条增加到 8 条。二是将整个拆除工程分为三个阶段

进行，增加两个移动收费平台用于应急收费，尽最大限度确

保了施工期间车辆有序通行。三是开创性的提出“保亭”不

“吊亭”的施工策略，将原来吊装施工改为防护施工，使施

工工期缩短 6 天。四是组织开展全省首个拆站模式下的车流

量压力测试，在工程施工前开展了为期两天的拆站模式下的

车流量压力测试，通过优化特情车审核程序，将放车效率比

平常提高 30%。五是实施灵活的客货车道转换来应对白夜车

流量和车型的变化，提高车道利用率。

凭着这股“干劲”，在刘远冰牵头精心组织、周密安排

下，收费人员和过往车辆安全、施工进度、车辆畅通等方方

面面存在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为撤站工作顺利进行交上了一

份靓丽的成绩单，用实际行动履行豫冀界站“首战用我，保

通必胜”的铿锵誓言。



他的“保通宝典”也被集团《河南交通投资》杂志采用，

东方今报、安阳日报和河南省电视台、安阳电视新闻网等新

闻媒体也相继做了宣传报道。

三、螺丝钉般的“钻劲”

在安新分公司，刘远冰的刻苦学习和善于钻研是出了名

的，只要哪里有了问题，他非要克服一切困难，想办法解决。

被同事们亲切称为“收费百事通”。

在他的工作电脑和他本人的“记忆库”里面都有一个专

门储存收费政策的文件夹，这里面收藏着自安新高速 1997

年开通以来上级下发的 1680 份有关收费业务的文件通知，

详细分为收费标准、收费规定、收费操作流程和各种减免费

文件通知等。在遇到其他同事对业务难题咨询时，他都会快

速准确的检索到，找到相应的政策文件予以解答，于是在安

新路凡是遇到有关收费业务的问题需解答时，大家首先想到

的就是豫冀界站刘远冰，并总能在他的电脑或“记忆库”里

找到答案，随着一个又一个难题的解决，他这些年收集下载

的资料超过了 40 个 G。

他精心钻研业务并不断对票据管理提出建设性意见，他

参与开发了高发公司新一代“高速公路通行费动态信息智能

管理系统”。在收费管理过程中他发现在操作查询 ETC 争议

免费车扣费信息时必须勾选“收费”选项，如不勾选“收费”

选项进行图像稽查，可能会造成非人为原因的漏费现象，他



的这一发现促使了上级部门制定出台全省统一的 ETC争议查

询操作流程，从而避免了 ETC 车辆核实错误而导致的漏费现

象，按每天 1 个 ETC 收费车道 2000 辆次，千分之三 ETC 争

议率，估算安新 8 个收费站每天将减少漏费车辆 48 辆，换

算成全省几百收费站，将达上千辆次。

他积极总结打逃经验，将倒卡、垫板、假冒军警车、假

冒绿通车、使用千斤顶等各种逃漏通行费行为做成“打逃手

册”，让大家参照学习，提高了全站治理逃费工作水平。他

在全省第一个提出对使用假行车证逃费进行 5 倍加收处理，

这也成为豫冀界站治理逃费的一个亮点，多年来，豫冀界站

共治理 1000 余辆假冒行车证车辆，挽回通行费损失 100 余

万元。

四、像“螺丝钉”一样用真情“链接”司乘，“链接”

团队。

刘远冰同志对过往司乘的服务认真负责，也是站上的

“万能调解员”。他总是说司机尤其是大车司机，常年在外

奔波不容易，要把他们当亲人看，要替他们解决遇到的难题。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一个北京的司机忘了及时告知收费员是绿通车，导致其

ETC 卡误扣了一千多，当时班长也按程序给他向联网办申请

退费了，但是他是从货车帮网站上办的山东的 ETC 卡，山东

的退费规定是把钱退给他帐户上，但必须他本人去山东的



ETC 网点上把这笔退费给圈存了，否则 ETC 卡就不能用。刘

远冰了解这个状况后主动联系司机，通过濮阳豫鲁界的朋友

联系山东收费站的工作人员以快递的方式帮司机办好了

ETC。当时别人还劝刘远冰别管这事了，咱们按规定给他退

费了就没咱的事，多麻烦啊！可刘远冰非说；司机的失误是

在这里造成的，咱们就有义务给人家解决。

一辆客车交完费后说跑同样的路程来回差了 5 元钱，枉

称收费站乱收费，并将车上乘客都叫到收费车道要求收费站

给说法。正在值班的刘远冰得到这个消息后马上赶到现场，

与司机进行了沟通，得知他中途下了一个收费站去加油后又

上来了这一情况后，就耐心的向司机解释高速公路收费标准

是按行驶的路程四舍五入 5 元取整的，中途下了一次收费站

交的通行费已经四舍五入取整了，再重新上来到目的地交费

时又一次四舍五入取整了，所以分段行驶交的过路费和整段

行驶交的过路费有可能相差 5 元钱，并且主动把自己的电话

给司机留下来做日后解释，面对刘远冰真诚细致、有理有据

的解释，司机满意地离去了。

这样的事还有很多，多年来刘远冰的手机里多出了一个

由京、豫、鲁、苏等不同省份 156 个车牌照组成的通讯列表，

那是他与过往司乘坦诚沟通的真实写照，每个号码背后都是

一段有温度的故事。

做为一名管理 150 余人的基层管理者，刘远冰对待司乘



关心负责，关爱职工更是放在首位。在 2005 年前后治安环

境较差时期，时任班长的刘远冰每当在站区巡逻和阻击追赶

闯卡车辆时，为防止不法人员打击报复收费员，每天下班后，

刘远冰总是逐个给全班 30 多名员工打电话、发短信，确认

他们平安到家。

在遇恶劣天气出现堵车时，所有车道要全部打开，亭子

外面只剩下刘远冰一个人，又要跑外勤，又要处理特殊情况，

又要替收费发卡，恨不得把自己分成几半，满广场都是他的

身影。

五、螺丝钉般的“不锈本色”

1997 年，安新高速刚开通时收费站简陋，摆一张桌子就

开始收费，收多少上缴多少全凭自觉，没有监控设备缺少人

为监督。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刘远冰在收费站上班，一辆

湖南牌照的大型货车缓缓驶入，刘远冰看到入口发放的通行

卷后说，“您好！请缴费 115 元！”他微笑地说。一脸倦意

的司机师傅打着哈欠多递给了他张五十元钞票，他认真清点

了一遍，发现多出一张。他抬头递回一张钞票，微笑地对司

机师傅说：“师傅，您多给了我一张。”师傅一愣，立即感

激地笑着说：“太谢谢你了，开了一天车，确实是犯困了。”

作为一名高速收费员，他每天经手不计其数的金钱，却“手

过千金，一尘不染”。



有一次晚上，刘远冰回到家中，发现姑父带着几个陌生

人来到家里，还拿了不少礼品。谈话间，刘远冰得知姑父是

来说情的，说这几个人是跑大车的，以运输蔬菜水果的名义，

在车上夹带其它物品被收费站发现要补交通行费，看看刘远

冰能不能关照关照，刘远冰断然回绝了姑父的说情。从这件

事后，刘远冰被姑父扣了一顶“六亲不认”的帽子。

历经 23 年，8280 个日日夜夜，他坚持原则，做到了“不

锈本色”，在他的示范引领下，豫冀界站从未发生一起违反

廉洁自律的事件，坚守住了一方净土。

六、螺丝钉只能钉在一个地方

对工作的投入，注定他要对不起家庭，钉子只能钉在一

个地方。刘远冰有一个好爱人、好女儿，有一个支持他工作

的好家庭，她们从来没有因为自己事情而影响刘远冰的工

作，就像今年女儿考上贵州大学，他利用公休假的机会和爱

人一起送女儿，但当他看到工作群里面通知因迎大庆活动取

消管理人员休假时第一时间给站长打电话要求提前回来上

班，站长给他说反复解释公司了解他的特殊情况，不用提前

回来，但刘远冰一再坚持回来，后来没办法，站长给他爱人

通了个电话，参加孩子的开学典礼是公司对他的工作安排，

才让刘远冰不再坚持。

2012 年 12 月的一天，雨雾恶劣天气严重影响豫冀界站

畅通，已成为主抓收费工作的副站长的刘远冰像往常一样坚



守在工作第一线。这天早上，刘远冰的爱人骑着电动车送女

儿上学途中与一辆轿车相撞， 造成母女俩骨折，被路人拨

打 120 送进了医院，他爱人为了不耽误刘远冰工作，让亲戚

等刘远冰下班后再联系他。就这样，刘远冰一直在站上保通

至下班才得到母女二人受伤的消息，等他匆匆从站上赶到医

院，这时母女俩已经做完手术出来。

“要是爸爸每天能开车送我上学就好了，这样就不会出

车祸了”。看着妻子、女儿委屈的眼神，听着女儿期望的话

语，刘远冰强忍的泪水不由得流了出来。然而，在医院陪伴

了妻女一个晚上后，刘远冰放不下手头的工作，遂把父母接

到医院来照料妻女，自己又赶到站上投入到工作中。就这样，

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刘远冰愣是没有请过一天假，没有误过

一次班。

七、哪里需要钉哪里

刘远冰参加工作以来参与救援、服务过的司乘 181人次，

收到锦旗 18 面，感谢信 36 封，1997、1999、2000、2001 年

连续四年被高发公司评为先进工作者，2001 年被省直机关团

委授于优秀团干部称号、2002 年被省交通厅、团省委授于青

年岗位能手称号，2004 年被安新分公司评为“优秀党员”，

2005 年被高发公司评为“优秀党员”，2008 年被安新分公

司评为“优秀党员”，2011 年被交投集团评为“治逃先进个

人”，2015、2016 年被交投集团评为“优秀共产党员”，河



南交通投资集团 2017 年度“先进个人”。这些荣誉随着省

界站的撤销属于了过去，此刻刘远冰站在新的起点上，身上

传承着省界站吃苦耐劳、团结奋进、无私奉献的优良作风，

哪里需要哪里拧的钉子精神，不管未来身在何处，他都会秉

承“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的信念，一步一个脚印，用

辛勤的汗水书写不平凡的工作业绩，当好一颗永不生锈的螺

丝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