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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承担的交通厅农村物流课题通过验收 

2021年 1月 15日，湖北省交通运输厅在武汉

主持召开了湖北省公路学会、省运管局等承担的科

技项目《依托村村通客车工程建设我国农村电子商

务一体化运输平台运营模式研究》（合同号

2017-538-1-4）验收会。武汉物流研究院、中南财

经政法大学等专家听取了项目组的汇报，审阅了技

术文件。经质询与讨论，一致同意通过验收，秘书

长杨运娥参加会议。 

专家组认为项目组提供的验收资料齐全，数据

翔实、结论可信，符合验收要求，完成了省交通运

输厅科研合同（任务书）约定的各项科研任务，达

到了预期研究目标，具有推广应用前景。依托村村

通客车工程建设我国农村电子商务一体化运输平台

运营模式研究，创建了农村公路物流电子商务一体

化规划设计与站场点布局、物联网物流配送平台设

计等运输体系和实践模式，解决了农村公路物流电

子商务一体化科学合理发展建设模式问题，可以支

撑农村公路物流电子商务一体化可持续发展，初步

应用效果很好。同时该项目主要成果提出物流区位

与区位线，研究分形分维几何学，引入网络自相似

原理规划设计农村公路物流电子商务网络，建立网

系发展模型和经济模型，以区位分析法和“重要度

—物流区位法”优化布局物流网络，实现物流网络

滚动规划管理；研究基于鱼群算法理论的寻优技术

和 Web服务组合技术，设计基于物联网物流配送平

台的拓扑结构与系统的技术架构，进行管理规划、

工作流规划和物联网物流配送平台系统设计。 

 

襄阳市公路学会举办科技项目研讨座谈会 

2021年 1月 29日，由襄阳市公路学会主办的

“科技项目研讨座谈会”在襄阳市交通科技大楼十

七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襄阳市公路学会刘耀兴理

事长主持。学会常务副秘书长李庆合、副秘书长高

合、襄阳市公路建设养护中心、襄阳市交通建设投

资有限公司、襄阳市交通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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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市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湖北楚晟科路桥技术

开发有限公司等襄阳市公路学会部分会员单位、专

业委员会的代表参加会议，会议邀请了中交第二公

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上共同学习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交

通强国建设纲要》和《2021年度湖北省交通运输科

技项目申报指南》。并就国有企、事业单位以及公路

交通科技工作者在交通强国建设中的责任和作用进

行了讨论，进一步明确了学会组织为社会经济发展

服好务的责任。分析了在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规划、

投融资、建设、管理、施工、监理、检测等方面高

质量发展需要研究解决的课题，在应用科学领域应

结合大型基础设施规划立项、依托建设项目开展创

新性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或优化新设备、新材料、

新技术、新工艺。研究方向和范围应符合交通运输

厅“申报指南”的要求。研究成果应用于工程实际。

以实现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与会代表介绍了 2021年度结合单位实际，拟开

展科学技术研究的初步打算，提出了意向性的课题。

并向学会今后如何加强对会员单位科技创新课题选

项、科研项目申请立项程序等做好服务指导提出了

意见和建议。 

学会将就会员单位提出的研究成果依托工程项

目进行试验验证并要求给予协调帮助的建议，研究

具体的意见。 

会议明确由公路学会帮助会员单位协调解决科

技项目申报立项渠道和程序，帮助了解相关经费补

助政策等问题。同时跟踪会员单位申报课题落实情

况，了解进度做好服务工作。 

 

 

 

 

655 万辆小车免费走高速 为 2019年同期 85% 

春节期间 2月 11日 0时至 2月 17日 15时，全

省高速公路累计通行车辆 679.66万辆，恢复至 2019

年同期的 85％。其中，小型客车免费通行 655.52

万辆，恢复至 2019年同期的 85％。 

春节假期，全省公路、水路共发送旅客 214.5576

万人次。其中公路发送客流 211.3685 万人次，较

2019年同比减少 68.59％；水路发送客流 3.1891万

人次，较 2019年同比减少 7.7％。 

2月 17日，高速公路出现返程高峰。17时，因

车流量偏大，部分路段临时关闭，包括 G0421许广

高速珠玑站；G4京港澳高速大悟至杨店段；G42沪

蓉高速育溪站、东西湖站、红安站；G50沪渝高速

汀祖至蒲团段、荆州至车马阵段、毛嘴至潜江段、

丫角站；G70福银高速孝感北至安陆段、武当山至

六里坪段等。 

部分路段因车流量大行车缓慢，包括 G42沪蓉

高速往武汉方向沿渡河至宜昌北段、荆门枢纽至天

门北段、郎君至东西湖段；G4221沪鄂高速往武汉

方向团陂东枢纽至罗田段、往英山方向汪集至周铺

枢纽段；G50沪渝高速往宜昌、武汉方向利川至白

果段、高坪至巴东段、榔坪至红花套段、往上海、

九江方向花桥互通至黄梅服务区段；G70福银高速

往上海、九江方向黄梅至龙感湖段；S1岱黄高速往

武汉方向桃园集枢纽至府河段等。 

据分析，今年倡导就地过年，是公路、水路客

流下降的主要原因。春节期间，行驶高速公路的自

驾车增多，且主要集中在省内短途线路，跨省的长

途自驾群体减少。由于春节假期小车免费通行，加

交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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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各地打造美丽乡村，乡村游吸引市民，江汉平原

一带的沪渝、沪蓉，以及湖北京港澳高速等短途车

流火爆，市民选择自驾走高速一日游，品美食找野

趣。   

 

春节假期湖北省水路客运迎来小高峰 

2 月 11 日至 17 日，农历辛丑牛年春节长假，

湖北省武汉、宜昌、恩施、十堰、鄂州等水路客运

集中地区，累计投入船舶运力 273艘，客位数 50343，

完成客运量 3.19 万人次，水路发送旅客较 2019 年

同比减少 7.7％。 

从上述重点地区客运统计数据来看，湖北省水

路客流主要来自宜昌地区，约占全省七成以上的客

运量。其中在清江隔河岩库区水路运输仍然是当地

群众的重要出行方式。总体上假期前两日客流量偏

少，后期受天气持续晴好、走亲访友传统习俗及疫

情日益趋缓等因素影响，从正月初二开始，水路客

流增长明显，日均达到 4000 人次以上，2 月 17 号

（正月初六）更是超过 8500 人次，较 2019 年同比

增长 60％，迎来节日小高峰。预计随着长假结束务

工人员逐渐离乡，水路客运可能会保持较大流量。 

春节假期期间，全省各级水路交通管理部门持

续统筹抓好水路春运及疫情防控工作，加强现场巡

查值守，严格疫情防控措施落实，保障群众水路安

全舒适出行。 

 

春节假期快递量同比增长 260% 

今年春节期间，就地过年人群的寄递需求明显

增加。国家邮政局快递大数据平台监测显示，2 月

11 日至 17 日，全国邮政快递业累计揽收和投递快

递包裹 6.6亿件，同比增长 260％。 

春节期间，邮政快递业全网揽收量是去年同期

的 3 倍左右，投递量达到 3 至 4 倍。分地区来看，

全网揽收和投递同比增长最快的为中部地区，增幅

分别达到 359％和 260％，河南、江西、广东、浙江

等省份的揽收量和投递量同比增幅均超过 300％。

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邮政管理部门坚持“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主线，指导邮政快递企业全面落实

行业疫情防控生产操作规范，严守境外输入关和进

口冷链关，精准落实通风、消毒等防控措施。 

今年，参与“春节不打烊”的快递企业明显增

多，除了中国邮政、顺丰、京东 3 家企业之外，中

通、韵达、极兔、德邦、苏宁等企业也参与到春节

保供工作中。全行业邮政快递企业预先安排了超过

100万名快递员，保障网络有效运转。 

 

2021 年湖北省投资千亿强化交通“硬联通” 

“十三五”期间，我省新增干线公路 5000余公

里，实现县县通高速、乡乡通国省道，运输结构持

续优化。1月 14日召开的省交通运输工作会议传出

消息，今年我省确保完成公路水路固定资产投资

1000亿元以上，力争建成高速公路 132公里，建设

一级公路 500 公里、二级公路 700 公里，新改建农

村公路 1.3万公里，改造公路危桥 1800座，新增港

口吞吐能力 1000万吨。 

能开则开、能早则早、能快则快，今年我省一

批重大交通运输项目强力推进。水运通道方面，推

进雅口、碾盘山、孤山、新集等汉江枢纽项目建设，

启动蔡甸至兴隆 2000吨级航道整治工程，实施松西

河、唐白河等南北水运大通道航道整治工程，积极

开展兴隆枢纽 2000吨级二线船闸、王甫洲枢纽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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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级二线船闸改造工程和水网联通项目前期工作。

配合完成长江干线武汉至安庆段 6 米水深航道建

设，力争 4.5米水深航道整治工程开工。 

干线公路方面，重点推进 G316 河谷汉江公路大

桥及接线工程、G207荆门市桃园至子陵段、G347黄

冈市巴河至蕲州公路、G316武当山段新建工程等干

线公路项目。实施全省国省干线公路达标工程，推

动路网提档升级。推进通达景区公路建设。高速公

路方面，加快推进鄂州机场高速公路、呼北高速宜

都至鄂湘界段、燕矶长江大桥、十淅高速等一批高

速公路和过江通道项目建设。 

根据规划，到 2025 年，全省高速公路里程达

8000 公里，一级公路里程达 8500 公里，二级公路

里程达 2.5 万公里；普通国省道二级以上公路比例

达 88％以上，具备条件的乡镇实现双通道连通，具

备条件的行政村 70％实现双车道畅通，保持 100％

“村村通客车”；三级及以上航道里程达 2300公里，

港口吞吐能力达 4.5 亿吨，集装箱吞吐能力达 600

万标箱。 

 

湖北省农村公路里程跃居全国第二 

我省农村公路建设实现历史性突破。1月 20日

从湖北省交通运输厅获悉，截至 2020年底，我省农

村公路总里程增至 26.1万公里，跃升至全国第二

名，在中部地区排名第一，总里程相当于绕地球赤

道 6.5圈。 

一条农村路，就是一条致富路。近年来，湖北

公路网的“毛细血管”农村公路建设时不我待，跑

出加速度。省政府出台扶持政策，对“四好农村路”

全国示范县给予 2000万元重奖。据统计，仅 5年间，

我省就增加农村公路里程 8.8万公里，累计创建 8

个全国示范县、26 个省级示范县、100个示范乡镇。 

农村公路不仅按下“加速键”，而且打造“组组

通、路路安、条条畅、处处美”的升级版。“十三五”

期间，全省完成县乡公路改造 5778公里，建成农村

通畅工程 9328公里，一批需求迫切、惠及民生的扶

贫路、产业路、旅游路快速推进。单车道变成双车

道，断头路连成循环路，颜值高、“成色”足的美丽

“四好农村路”实现“由线成网、由窄变宽、由通

到畅”，这些“毛细血管”赋能乡村振兴，添彩奔小

康之路。 

农村公路，成为交通扶贫的突破口。据统计，

“十三五”期间，全省 52个贫困县市区落实交通建

养补助资金超过 441亿元，农村公路新增公益性养

路员、护路员岗位 2万个，其中安置建档立卡贫困

户 1.3万余人，为当地脱贫增收提供“硬支撑”。  

 

今年我省改造公路危桥 1800座 

今年我省将启动 3 个项目 139 公里高速公路的

前期工作。同时建设一级公路 500 公里、二级公路

700 公里，改造公路危桥 1800座，新改建农村公路

1.3 万公里，让“干支相连、通村畅乡、安全便捷”

的公路网加速形成，到 2025年底，全省一级公路里

程达 8500公里，二级公路里程达 2.5万公里。普通

国省道二级以上公路比例达 88％以上，具备条件的

乡镇实现双通道连通，具备条件的行政村 70％实现

双车道畅通，保持 100％“村村通客车”。 

  我省危桥数量全国第二。2020 年，我省启动公

路桥梁“三年消危”行动惠民工程。目前已完成 6399

座危旧桥梁改造项目的核查等任务，初步核定 4493

座危旧桥梁纳入“三年消危”行动项目库。截至 2020

年底，已实施 1244座，其中完工 855座、在建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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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 

  据了解，平均改造一座危桥费用在百万元以上，

危桥改造费用由省、市共同出资，目前已争取省级

配套资金 70亿元。按照“能修复的不重建”原则，

6000多座危桥中，约三分之一的危桥选择加固。新

建的桥一般使用寿命 50年左右。 

  省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局负责人张磊表示，今

年是“三年消危”行动关键期，将加大对项目前期

设计进度和质量的督办，确保今年新开工桥梁不少

于 1800座；采用标准化设计、工厂化预制、装配化

施工、“国家队”入场、信息化管理等方式打造精品

桥梁。 

  据统计，“十三五”期间，湖北普通公路完成固

定资产投资 2496亿元，为规划目标的 143％，在综

合交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由 2016 年的 42％

上升到 2020 年的 50.5％。公路基础设施规模成效

突出。建成一级公路 2845 公里、二级公路 6266 公

里，公路总里程达到 29.6万公里。新改建农村公路

11.6 万公里，农村公路总里程达 26.1 万公里。公

路密度由“十二五”末的 139.97公里／百平方公里，

提升至 159.11公里／百平方公里。 

 

武汉市获批交通强国建设试点 

日前，交通运输部下发《关于公布北京市交通

委员会等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单位的通知》，正式批准

武汉市开展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工作，武汉市成为全

国唯一获批的省会城市，湖北省也是试点单位。 

    这一成果来之不易。2019年 9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交通强国建设纲要》，交通运输部组织

开展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前期已批复两批 34家试点

单位，主要集中在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等。 

   武汉市交通运输局目前已经编制完成《交通强

国建设武汉市试点实施方案（初稿）》，研究提出 “内

陆开放型综合运输大通道建设、全域公交一体化和

公交优先发展、多方协同应急物流信息系统构建、

城市智慧交通车路协同创新应用”等四个方向任务。

下一步，武汉将再接再厉，围绕打造“交通强国建

设示范城市”的目标，构建武汉城市圈 1小时通勤、

长江中游城市群 2 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 3 小时

覆盖的综合交通网，加快建设航空客货双枢纽、铁

路综合节点性枢纽、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重点推

进“一通道、三港、五体系”建设。力争用 1 至 2

年时间取得试点任务的阶段性成果，用 3 至 5 年时

间取得相对完善的系统性成果，打造一批先行先试

典型样板，并在全国范围内有序推广。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建设交通强国示

范城市”。武汉将有计划推进天河机场扩能升级，加

快实施第三跑道、T2航站楼改造等项目；全面启动

天河航空城建设，加快通航产业发展，加快建设港

口型国家物流枢纽，申报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推

进长江中游航运中心建设，发展江海联运、水铁联

运、水水直达、沿江捎带多式联运，建成阳逻国际

港水铁联运二期，集装箱吞吐量增长 10%以上；推

进沿江高铁武汉至宜昌段、武汉至合肥段、武汉枢

纽直通线等项目建设；完善市域快速交通体系，推

进智慧交通建设。 

 

武汉城市圈环线高速 

大随至汉十段（孝感北段）正式通车 

2月 1日零时，武汉城市圈环线高速大随至汉 十段(孝感北段)正式通车。这是今年湖北通车的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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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高速公路，让全长 560公里、历经 13年建设的武

汉城市圈环线高速公路“画圆”，圈内城市迈入 15

分钟高速时代。 

孝感北段是武汉城市圈环线最后通车的一段，

全长 46.42公里，总投资约 31.2 亿元。起于广水市

杨寨镇，与麻竹高速互通，在广水市太平镇设收费

站出口，连通太平镇和安广线(S211)。项目通车后，

武汉城市圈环线高速 “由线成网”，圈内所有城市

均可在 15分钟内上高速，环线任何两个相邻城市均

可在 30分钟内抵达，将武汉 1+8城市圈“绑”在一

起，兄弟“串门”更加便捷。广水市民经圈环线可

直达安陆、应城、仙桃、洪湖、咸宁等地，不再绕

行武汉，缩短行程约 50余公里，极大改善了广水市

杨寨、太平、李店等地区市民出行条件，将有力拉

动沿线旅游、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优化广水市交

通布局具有深远的意义。 

 

荆宜高速公路荆门南收费站 

2月 9日起开通运营 

2021年 2月 9日零时起，荆宜高速公路荆门南

收费站开通试运营，实施全国联网收费。这意味着

春节期间，市民出行高速公路有了更多选择。 

荆宜高速公路荆门南收费站位于荆门高新区掇

刀区境内，2008年 1月建成并投入使用，收费车道

数为二进三出。2017年 10月，荆门市三环线建成

通车。为进一步完善荆门城区交通路网结构，提高

车辆通行效率，荆门市积极推动三环线与荆宜高速

公路互联互通，并在荆宜高速公路与西三环交会处

建设了荆门西互通。 

2018年 8月，省政府批复同意，将荆宜高速公

路荆门南收费站迁至荆门西互通，并更名为荆门西

收费站。2019年 11月，荆门西收费站开通运营，

荆门南收费站同时关闭。 

近年来，随着荆门市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特别

是荆门高新区入驻企业不断增多，原荆门南收费站

周边一大批企业和群众热切期盼重新开通荆门南收

费站，以此降低企业物流成本，方便周边群众出行。 

2019年 10月，荆门市向省政府请示请求保留

荆门南收费站，获得省政府批准。经与湖北荆宜高

速公路有限公司协商，2020年 12月，荆门市与其

就荆门南收费站开通运营事项达成一致意见，并动

工对荆门南收费站 ETC等工程进行改造。荆门市交

通运输局多方协调，确保了该站春节前开通。 

 

十堰为区间高速“买单” 

 湖北区间免费高速增至 4条 

2 月 1 日 8 时许，一辆小车从福银高速驶出十

堰东收费站，成为当地第一辆享受“区间免费通行、

政府统一支付”通行政策的车辆，这使得十堰成为

除武汉外，湖北首个开通高速区间免费通行的地级

市。 

据悉，从 2月 1日 8时起，所有安装并使用 ETC

的机动车往返高速十堰东、十堰西、张湾收费站区

间实行免费通行，通行费由十堰市政府统一向湖北

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支付，以缓解城区交通拥

堵，引导货车绕城分流。 

在地图上看，免费通行的区间呈“L”形，3个

点分别是福银高速十堰段及连接线上的十堰东、十

堰西、张湾 3个收费站，全长 24公里，由湖北交投

襄阳运营公司运营。据统计，截至 1日 19时，三站

享受区间免费通行的车辆共 817辆。 

据统计，大货车、小车每天往返张湾收费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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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堰东收费站一次，分别节省 160 元、36元，如果

每天行驶一次，一年将分别节省 6 万元、1.3 万元

左右，对市民特别是途径十堰城东至城西之间的货

运企业，节省费用十分明显。 

2009年 9月起，湖北汉洪高速（沌口－纱帽段）

首开先河，实行高速区间免费通行，汉南区政府买

单，以拉动当地经济发展。随后，汉蔡、岱黄高速

分别在自 2016 年 7 月 1 日、2017 年 10 月 26 日以

类似办法跟进。此次福银高速十堰部分路段免费，

是湖北开通高速区间免费通行的第四条高速。 

  

 

 

 

 

2020年水路货物生产成绩斐然 

港口吞吐量和集装箱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2020年，依托我国经济的快速恢复，水路货物

生产主要指标成绩斐然。尽管上半年受到了疫情和

汛情的影响，企业全面停产，产量严重萎缩。但从

二季度中期开始，水路货运生产全面发力，货物吞

吐量、集装箱吞吐量双双创历史新高。同时，集装

箱吞吐量创造了连续 7个月单月同比增长的好成

绩，水路货运生产量已超过疫情前水平。 

2020年港口吞吐量先抑后扬，整体呈现快速增

长、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全年完成港口吞吐量 3.8

亿吨，同比增长 23.9%，实现二位数增长。集装箱

229 万标箱，同比增长 9.8% ，港口吞吐量和集装箱

吞吐量双双创历史新高。武汉港 1.05亿吨，接近全

省吞吐量的三分之一。紧随其后的是宜昌和黄冈，

分别达到 8120万吨和 8065万吨。 

因受疫情和防汛抗洪影响，2020年上半年全省

只完成了 1.3亿吨吞吐量。从 8月开始，吞吐量同

比由负转正，9月增速加快，9-12月四个月每月吞

吐量突破 4500万吨，其中 11月单月实现 4600万吨，

其完成量接近一季度完成总和。 

全省吞吐量的快速增长得益于大宗货物的运

输，完成量为 2.7亿吨，占全部吞吐量的 71%。其

中，矿建增长 58.4%，金属矿石增长 43.8%，非金属

矿石增长 18.5% 煤炭增长 7%。 

全省集装箱吞吐量达 229万标箱，其中武汉港

196万标箱，同比增长 15%，占全省集装箱箱量

85.5%，居长江中上游第一位。 

取得如此亮眼的成绩，一是集装箱统一运营持

续推进，深化协同整合短驳航线，保障了集装箱正

常业务和三条短驳航线高效运营;二是大力发展区

间物流，切实提高本地箱比重，积极引导“公转水”，

努力扩大对货源、腹地、航线的覆盖，核心港区聚

合效应不断增强;三是加大内贸集装箱开拓力度，大

力发展“散改集”等业务。 

 

投资 319亿元打造畅通绿色智慧的“水上高速” 

1月 22日召开的全省港航海事工作会议透露，

今年将完成水运固定资产投资 45 亿元、力争 60亿

元，新增港口吞吐能力 1000万吨，通过构建“1346”

新布局，让长江、汉江等航道更畅通、绿色和智慧，

发挥黄金水道综合经济效益，降低货物运输成本。 

据介绍，“十四五”期间，全省水运建设将完成

投资 319亿元。新增高等级航道 200公里，三级以

上高等级航道里程达到 2300公里。长江湖北段实现

行业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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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以下万吨级、武汉以上 5000 吨级“水上高速”

通航标准。汉江湖北段实现兴隆以下 2000吨级、兴

隆以上 1000吨级通航标准。 

港口货物通过能力达到 4.5 亿吨，其中集装箱

通过能力达到 600万标箱，建立以武汉港为核心港

的港口一体化发展模式。增加航道日常养护里程 700

公里，中心港区和重要客流区、内河干线重要航段、

一般通航水域应急救援到达时间分别在 30分钟、45

分钟、80分钟以内。 

省港航局局长王阳红介绍，“十四五”期间，我

省水运将构建“1346”新布局，即以武汉中部枢纽

港为核心、以宜昌荆州黄石襄阳为支撑的武汉长江

中游航运中心；长江、汉江、汉湘桂三通道；鄂沪

渝长江航线，湖北至东北、华东、东南江海联运航

线，湖北至日韩区域航线，湖北至东南亚区域四航

线；生态航道、智慧港口、绿色航运、多式联运、

游轮母港、新能源船舶 6个重点示范项目。 

“十三五”期间，湖北水运共完成投资 319亿

元，在长江流域各省内河投资中排名前三。经过建

设，新增三级以上高等级航道 352 公里，总里程达

到 2090 公里，位列长江中上游省份第一、全国第二，

长江、汉江航道分别跨上万吨级、千吨级，武汉港

集装箱年吞吐量达到 193万标箱，跻身世界内河集

装箱大港之列。 

 

 

 

杭州交通数字执法实验室成立 

日前，浙江省杭州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队与杭

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成立交通数字执法实验室，加速推进杭州交通

执法“数智”治理。 

双方将共建实验室工作机制，组建团队开展实

体化运作，形成互访交流、沟通协调联络和培训交

流、本地化技术支持与售后服务机制；计划用 3 年

时间，对智能抓拍客运车辆违法行为、智能分析非

法营运大客车运行规律、智能识别出租汽车驾驶员

经营行为等 10大交通执法场景进行探索实践，形成

“智能识别、系统比对、自动采集、精准执法、一

案双查”的杭州特色智慧交通执法新模式。 

据悉，交通数字执法实验室致力于探索人工智

能、大数据、可视化等技术在交通运输执法中的应

用，通过业务模块的数字化创新融合，构建路政、

运政、驾培、交通工程等执法场景研判模型，提升

执法效能。 

 

科技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