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 9 高速超速-国家经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 

高速超速安全事故 

2017年 8月 10日 23点 34分，一辆号牌为豫 C88858号客车(红色宇通客车，

2011 年 12 月 19 日出厂，检验有效期至 2018 年 1 月 31 日，机动车所有人为洛

阳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核载 51 人，实载 49 人)自成都驶往洛阳，途经京昆

高速公路西安方向秦岭一号隧道南口(1164km+930m)，撞向隧道口发生交通事故。

目前，自现场事故抢救出人员 49人，其中 36人死亡（成人 34人，男 26人，女

8人，儿童男女共 2人），受伤 13人。 

下面是近十年来发生的特别重大交通事故： 

2006 年 10月 1日 13时 33分，重庆公路运输（集团）利民出租汽车有限公

司 711 路客车驾驶员吕富华驾驶宇通客车途经嘉陵江石门大桥南引桥时发生坠

桥事故，造成 30人死亡、20人受伤（其中 10人重伤），直接经济损失 739 万元。

事故的直接原因：驾驶人吕某在限速 40公里/小时的路段上，在雨天路面湿滑的

条件下，驾驶大客车进入嘉陵江石门大桥南引桥右转弯时，未降低行驶速度，车

辆后轮出现向左侧滑，因处置不当，车辆冲上人行道，撞坏护栏，坠落引桥下，

导致事故发生。 

2010 年 5月 23日，辽宁省阜新市境内长（春）深（圳）高速公路彰武段发

生一起逆行货车与客车相撞的特别重大道路交通事故，造成 33 人死亡、24人受

伤，直接经济损失 2403.5 万元。直接原因：重型货车在高速公路上逆向行驶，

是造成此次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重型货车严重超载、大客车严重超员并超速行

驶，加重了事故损害后果。 

2011 年 7 月 22 日 3 时 43 分，京珠高速公路河南省信阳市境内发生一起特

别重大卧铺客车燃烧事故，造成 41 人死亡、6 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 2342.06

万元。直接原因：鲁 K08596 号大型卧铺客车违规运输 15箱共 300 公斤危险化学

品偶氮二异庚腈并堆放在客车舱后部，偶氮二异庚腈在挤压、摩擦、发动机放热

等综合因素作用下受热分解并发生爆燃。 

2011 年 10月 7日 15时 45分许，滨保高速公路天津市境内发生一起特别重

大道路交通事故，造成 35人死亡、19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 3447.15 万元。直

接原因：在大客车驾驶人云某超速行驶、措施不当、疲劳驾驶三项交通违法行为



的共同作用下，大客车与小轿车发生擦撞并侧翻，是发生事故的主要原因；小轿

车驾驶人袁某在超越大客车时车速控制不当，两次左右调整方向，未按照操作规

范安全驾驶，也是发生事故的原因；大客车超员载人，加重了事故后果。 

2012 年 8 月 26 日 2 时 31 分许，包茂高速公路陕西省延安市境内发生一起

特别重大道路交通事故，造成 36人死亡、3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 3160.6万元。

直接原因：1.卧铺大客车驾驶人陈某遇重型半挂货车从匝道驶入高速公路时，本

应能够采取安全措施避免事故发生，但因疲劳驾驶而未采取安全措施，其违法行

为在事故发生中起重要作用，是导致卧铺大客车追尾碰撞重型半挂货车的主要原

因。2.重型半挂货车驾驶人闪某从匝道违法驶入高速公路，在高速公路上违法低

速行驶，其违法行为也在事故发生中起一定作用,是导致卧铺大客车追尾碰撞重

型半挂货车的次要原因。 

2014 年 3 月 1 日 14 时 45 分许，位于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县的晋济高速公路

山西晋城段岩后隧道内，两辆运输甲醇的铰接列车追尾相撞，前车甲醇泄漏起火

燃烧，隧道内滞留的另外两辆危险化学品运输车和 31 辆煤炭运输车等车辆被引

燃引爆，造成 40 人死亡、12 人受伤和 42 辆车烧毁，直接经济损失 8197 万元。

直接原因：晋 E23504/晋 E2932 挂铰接列车在隧道内追尾豫 HC2923/豫 H085J 挂

铰接列车，造成前车甲醇泄漏，后车发生电气短路，引燃周围可燃物，进而引燃

泄漏的甲醇。 

2014 年 7月 19日 2时 57分，湖南省邵阳市境内沪昆高速公路 1309公里 33

米处，一辆自东向西行驶运载乙醇的车牌号为湘 A3ZT46 轻型货车，与前方停车

排队等候的车牌号为闽 BY2508 大型普通客车发生追尾碰撞，轻型货车运载的乙

醇瞬间大量泄漏起火燃烧，致使大客车、轻型货车等 5 辆车被烧毁，造成 54 人

死亡、6人受伤（其中 4人因伤势过重医治无效死亡），直接经济损失 5300余万

元。直接原因：这起事故是由于湘 A3ZT46 轻型货车追尾闽 BY2508 大客车致使轻

型货车所运载乙醇泄漏燃烧所致。 

2014 年 8 月 9 日 14 时 37 分许，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尼木县境内 318 国道发

生一起特别重大道路交通事故，造成 44 人死亡、11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 3900

余万元。直接原因：藏 AX9272 越野车在上坡路段超速行驶，在会车时违法占道

是导致事故的重要原因。藏 AL1869 大客车安全性能不符合国家标准，存在严重



安全隐患，在下坡路段严重超速行驶，会车时发现对方车辆违法占道未采取减速、

警示、停车或者避让等措施，也是导致事故的重要原因。 

2015 年 5月 15日，陕西省咸阳市淳化县境内发生一起特别重大道路交通事

故，造成 35 人死亡、11 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 2300 余万元。直接原因：王某

驾驶制动系统技术状况严重不良的大客车，行经下陡坡、连续急弯路段时，因制

动力不足造成车速过快，行至发生事故的急弯路段时达到 59公里/小时，在离心

力作用下出现侧滑，失控冲出路面翻坠至崖下。客车坠崖后车头猛烈撞击地面，

冲击力造成乘客向前翻倒，由于客车座椅与车身连接强度不足，事故发生时 70%

的座椅发生脱落，砸压车内乘客，进一步加重了事故伤亡后果。 

2016 年 6月 26日，湖南省郴州市宜凤高速公路宜章段发生一起客车碰撞燃

烧起火特别重大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共造成 35 人死亡、13 人受伤，车辆烧毁，

高速公路路面及护栏受损。截至 2016年 7月 14日，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

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1986）等标准和规定统计，核定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

失为 2290 余万元。事故直接原因是：驾驶人刘某疲劳驾驶造成车辆失控，与道

路中央护栏发生碰撞事故。碰撞导致车辆油箱破损、柴油泄漏，右前轮向外侧倾

倒，轮毂上的螺栓螺母与地面持续摩擦产生高温。车辆停止后，路面上的柴油遇

到因摩擦产生高温的右前轮后起火。车辆右前角紧挨路侧护栏，车门无法有效展

开，车上乘客不能及时疏散，且安全锤未按规定放臵在车厢内，乘客无法击碎车

窗逃生，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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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 

 

12 月 18 日至 20 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12 月 18 日至 20 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

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

出席会议。 

  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历程，

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 2018 年经济工作。李克强在讲话中对明年经济工作作

出具体部署，并作了总结讲话。 

  会议指出，5年来，我们坚持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成功驾驭了我

国经济发展大局，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会议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

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 亮点 

  会议首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会议指出，5年来，我们坚持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成功驾驭了我

国经济发展大局，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对于这一经济思想的内涵，会议提出了“七个坚持”： 

  ——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保证我国经济沿着正确方

向发展；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 

  ——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立足大局，把握规律； 

  ——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决

扫除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相机抉择，开

准药方，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 

  ——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变革产生

深远影响； 

  ——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稳中求进，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底线思

维，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迈进。 

  会议明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 5年来推动我

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是党

和国家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必须长期坚持、不断丰富发展。 

  焦点 1 

  脱贫要不降标准不吊高胃口 

  会议强调，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要长期坚持。

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变，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确保对重点领域和项目的支

持力度，压缩一般性支出，切实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

中性，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保持人民

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更好为实

体经济服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结构性政策要发挥更大作用，



强化实体经济吸引力和竞争力，优化存量资源配置，强化创新驱动，发挥好消费

的基础性作用，促进有效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合理增长。社会政策要注重解决突

出民生问题，积极主动回应群众关切，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加强基本民生保障，

及时化解社会矛盾。改革开放要加大力度，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步子再快一些，以

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推进基础性关键领域改革取得新的突破。

扩大对外开放，大幅放宽市场准入，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会议确定，按照党的十九大的要求，今后 3年要重点抓好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打好防范化解

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要服务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

促进形成金融和实体经济、金融和房地产、金融体系内部的良性循环，做好重点

领域风险防范和处置，坚决打击违法违规金融活动，加强薄弱环节监管制度建设。

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要保证现行标准下的脱贫质量，既不降低标准，也不吊高

胃口。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使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生态环境质量

总体改善，重点是打赢蓝天保卫战，调整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调整能源结

构，加大节能力度和考核，调整运输结构。 

  焦点 2 

  加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 

  会议指出，要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 8项重点工作。 

  一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推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

度向中国质量转变，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 

  二是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要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完善国企

国资改革方案，围绕管资本为主加快转变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改革国有资本

授权经营体制。 

  三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四是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要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为重点，保持合理的职业结构，高起点、高质量编制好雄安新区规划。 

  五是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六是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要针对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精准施策，

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择校热”、“大班额”等突出问题，解决好婴



幼儿照护和儿童早期教育服务问题。注重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解决好性别歧视、

身份歧视问题。改革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加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继续

解决好“看病难、看病贵”问题，鼓励社会资金进入养老、医疗等领域。着力解

决网上虚假信息诈骗、倒卖个人信息等突出问题。 

  七是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要发展

住房租赁市场特别是长期租赁，保护租赁利益相关方合法权益，支持专业化、机

构化住房租赁企业发展。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 

  八是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只有恢复绿水青山，才能使绿水青山变成

金山银山。 

 

如何理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周跃辉 

2018 年 01月 31日 13:35    来源：学习时报 

原标题：如何理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

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

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国际国内环境变化，

特别是我国发展条件和发展阶段变化作出的重大判断。 

中国经济过去 30 多年的年均增长率接近 10%，GDP 的世界占比由 2.7%迅速

提高到目前的近 15%，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中国奇迹”。国际金融危机爆发

后，世界经济格局不断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支撑条件和外部需求

环境都已今非昔比，这就要求经济增长速度“换挡”。实现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

质量发展的转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世界经济复苏一波三折，前景不明。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呈现

出“总量需求增长缓慢、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的特征，使得我国的外部需求出现

常态性萎缩。统计数据表明，2008 年以来至 2016 年底，全球经济增长由前 10

年的年均 4.13%下降为 2.85%，全球贸易增速由年均 11%大幅下降为 0.21%。虽

然根据世界银行的判断，2017 年的世界经济形势已有所好转，各项宏观经济指

http://dzb.studytimes.cn/shtml/xxsb/20180131/31493.shtml


标有所回升，但复苏的不确定性依然客观存在，这就导致外需对中国经济的拉动

作用明显弱化。 

二是我国传统人口红利逐渐减少，资源环境约束正在加强。我国的经济增长

结构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目前，东部发达地区的劳动力供给短缺情况更加明显，

带动外向型经济的传统人口红利正在逐步减弱。与此相对应的是，我国过度依靠

投资和外需的经济增长模式，已使得能源、资源、环境的制约影响越来越明显，

石油、天然气等重要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在不断提高，生态环境压力在不断加

大，要素的边际供给增量已难以支撑传统的经济高速发展路子。 

三是国际创新驱动竞争更为激烈，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任重道远。当前，

第三次工业革命正迎面走来，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力图

抢占未来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制高点，这些新挑战倒逼着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

要加快向创新驱动型转换。但长期以来，我国产业发展方式粗放，而科技创新能

力不足，科技与产业的融合力度不够，使得很多产业竞争力不强、核心技术受制

于他人。为了改变这种被动状况，我们需要有所为，有所不为，需要主动放慢经

济增长速度，为发展高质量型的经济腾出空间、留出时间。 

四是我国市场需求结构升级加快，高质量产品供给不足。随着我国居民收入

水平不断提高，消费者对高品质农产品、高端制造品和高质量服务的需求更加突

出，但国内企业的现有产品供给还不能很好满足需求结构的这一变化，导致越来

越多的优质农产品需求、高端制造品需求、高品质服务需求等高端需求转向海外

市场。近年来，我国消费者越来越多地到国外采购消费品，到海外留学、旅游、

就医，就是国内供给质量不能很好满足国内需求的真实反映。 

上述内外条件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使得我国原有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外需拉

动、投资拉动、规模扩张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迫切需要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

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要求中国经济必须向追求高质量和高效益增长的模式转

变。因此，推动高质量发展，既是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

适应我国经济结构变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

然选择。 

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推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重点抓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这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继续推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

向中国质量转变，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大力培

育新动能，强化科技创新，大力降低实体经济成本。二是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加强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推动国有企业

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加快构建亲清

新型政商关系。三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深化粮食

收储制度改革，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农业政策从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

四是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实现区域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

快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继

续推进西部大开发，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推动中部地区崛起，支持东部

地区率先推动高质量发展。五是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要求有序放宽市场准

入，促进贸易平衡，继续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试点，有效引导支持对外投资。 

值得指出的是，推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更加

重视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因为制造业既是技术创新的“主战场”，也

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产业领域。没有强大的制造业，高质量的经济发展也

就无从谈起，我们要谨防包括金融资源在内的各类资源“脱实向虚”的倾向。需

要以建设制造强国为载体，面向新技术发展趋势，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和制造业深度融合，促进制造和服务的融合与协同发展，加快培育若干世界级

先进制造业群，增强我国制造业的集群优势和核心竞争力。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措施最终都要落脚到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上来。

要针对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精准施策，加大对教育、就业、收入分配、医疗、社

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的改革力度。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

住房制度。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只有恢复绿水青山，才能使绿水青山变成金

山银山。要始终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原则，坚持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三大变革”，

从而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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