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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治理车辆超限超载工作领导小组文件  

市治超字〔2019〕19号 

 

关于印发《北京市公路综合检查站建设规划

（2019-2035 年）》的通知 

 
各区政府、各相关单位： 

经市政府审核同意，现将《北京市公路综合检查站建设规划

（2019-2035年）》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北京市公路综合检查站建设规划（2019-2035年）》 

 

 

北京市治理车辆超限超载工作领导小组 

2019 年 7月 8 日 

 

 

 

 

 北京市治理车辆超限超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年7月2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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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自 2006年起，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我市开展公路

综合检查站（以下简称综检站）建设工作，依托综检站，首

创建立了多部门进驻、集中办公、联合执法的工作机制，在

促进经济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和首都安全保障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随着我市干线公路网以及国家公路网规划的调

整，特别是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深入协同发展和大气治理攻坚

战，对我市综检站的布局规划、功能完善和等级调整提出了

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特制订《北京市公路综合检查站建

设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期限为 2019至 2035年。

《规划》是北京市未来综合执法工作的新导向，体现了集中

执法力量，有效避免重复执法、集约土地资源、高效开展执

法检查的战略思路，是开展支撑联合执法，促进、完善首都

外围“护城河”工程的指导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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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划背景 

（一）发展背景 

2006年起，北京市委、市政府集中力量环市界开展建设

“护城河”工程，市政府常务会议正式批准《北京市公路综

合检查站建设规划》。截止目前，全市共计建成 44 个固定

站点。2008 年至今，我市综检站先后保障了一系列重特大国

内外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是首都安全维稳“护城河”

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安安检检测数量逐年攀升，安检人

数达到每年 1500万人次；环保检测车辆数量显著提升，年

度检测车辆 150万辆；全市设站路网超限超载率已连续保持

八年控制在 1%以内，高速公路超限超载率更是控制在 0.1%

以下；在美洲白蛾防治、非洲猪瘟防治等疫情防治管控方面

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随着北京城市公路路网快速建设完善，首都外围查控力

度不断增大，以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为导向的货车通行管理政

策不断细化加严，现有综检站系统呈现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

题：一是我市公路网快速建设通车带来了公路货运通道的空

间性变化，大力度打通与河北省、天津市断头路，综检站规

划滞后，导致部分进京通道综检站缺位；二是进京路网车流

量发生变化，部分综检站功能和等级亟需调整；三是受土地

政策制约，部分拟建综检站位置需要调整；四是综检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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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入驻人员大幅增加，原规划已不能满足正常入驻办公

和执法等需求，急需调整。因此亟需在沿袭原有规划基础上，

重新编制本市综检站建设规划，为新规划站点建设完善提供

依据。 

（二）发展要求 

1.是落实城市新总规、服务首都发展的必要手段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要求聚焦首都

战略定位，推进综检站建设，完善首都“护城河”工程。以

综检站为依托，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

升重大活动安全保障、违法案件查处和突发公共事件应对等

综合能力，更好的服务于首都社会和谐发展。 

2.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运输结构调整的内在要求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深化‘护城河’

工程建设,加强首都外围治安查控防线”,构建“完善便捷通

畅公路交通网”等目标，本规划充分结合了京津冀区域公路

网规划和交通协同发展需要，科学规划、合理设置，更好地

服从于京津冀交通综合治理、大气治理等重点工作。 

3.是新形势下适应首都综合治理新要求 

建成全方位、全覆盖、全天候、全联动的综检站布局体

系是首都综合治理新格局的总体发展要求。综检站承担公安

安检、武警反恐、交管办证检查、环保尾气检测、超限超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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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动检检疫、木材运输检查等多部门联合执法功能，是

首都综合治理的前沿阵地和重要载体。  

4.是适应我市货车运行特征变化的要求 

由于全国干线公路网总体布局，北京市域公路承担了大

量货运过境交通量。随着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深入推进，北

京对外连通公路仍将进一步增加，车辆的运行特征和运输路

段会随之发生大幅变化，需根据新的路网通行特征完善综检

站的布局，适应货运车辆的综合管理需求。 

二、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立足新的首都“四个中心”定位，落实北京城市总

体规划，合理布局综检站，积极响应京津冀一体化战略，进

一步提高综检站在进京通道上的覆盖率，完善补充执法功

能，提高运行效率，完善首都“护城河”安全防控体系，加

快建设和谐宜居之都的步伐。 

（二）基本原则 

1.科学规划、适度超前 

根据北京市总体规划、高速和干线公路网规划要求，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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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站管理设施应统筹考虑现状与规划综检站布局及交通分

合流情况，避免遗漏与重复检查，适度超前设置。综检站应

与新建道路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运行。 

2.节约土地、合理布局 

市域内与周边省市衔接的干线（含）以上公路进京方向

应布局综合检查站，设置于公路市界附近或关键节点进京方

向；综检站选址应避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原则上在市域内

选址；受客观条件限制的，可在市域外选址。 

 3.需求导向、综合管理 

综检站应考虑区域路网通行特点、区域功能定位，应服

从于所在区域车辆综合管控政策，合理设立；应整合各入驻

部门需求，统一组织开展综合执法，避免多头设站、重复执

法检查。 

4.安全便捷、高效通行 

综检站应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公路交通正常运行的影响，

应优化站内外交通组织，合理分布场内执法检查区域，提升

各项执法科技化水平，提高执法检查效率，为进出站车辆及

人员提供便捷、高效通行服务。 

三、规划目标 

配合国家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实施和首都外围治安查控

防线建设，推动综检站与京津冀对接道路等公路建设同步进

行，提升综检站在进京通道上的覆盖率，提升进京车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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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和货物的受检率。 

将综检站作为管理设施的类型之一，纳入北京市公路附

属设施，设置独立的土地使用编码；保障综检站在分区规划

中的落实；实现综检站与道路主体工程同步实施。 

四、规划方案 

结合北京干线公路网规划和京津冀交通对接道路计划

和首都外围治安查控防线建设计划，基于《北京城市总体规

划（2016年-2035 年）》和《北京市干线公路网规划（2014

年-2022 年）》以及目前的北京市公路网规划情况，本次共

规划综合检查站 75 座，其中现有综检站 44座，规划新建站

点 31 座。 

（一）综检站分级和用地配置标准 

根据公路的技术等级、管理模式（是否封闭）和交通量

及交通组成等要素，设置三个等级站技术标准。根据道路属

性确定站点初始等级，但对公路货运功能强、交通量大的站

点可按上一级标准执行。 

表一 综合检查站分级情况列表 

站点分级 分级依据 

一级 高速公路 

二级 一级公路 

三级 二级公路和重要的三级公路 

 

综检站建筑控制规模和用地控制规模按如下标准执行。

有条件的站点，可根据工作需求修建劝返车道。受地形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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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限制的，需要放坡处理的应参照公路工程相关技术标准

另行确定合理的放坡比例。 

表二 综合检查站建设规模 

分级 
用地面积 

（公顷） 

建筑规模 

（平米） 

增/减 1车道需增/减的

永久用地面积（公顷） 

增/减 1车道需增/减

的建筑面积（平米） 

一级 2.00 2.85 2700 3700 0.70 1.00 950 1300 

二级 1.00 1.30 2050 2700 0.35 0.45 700 950 

三级 0.70 0.90 1650 2050 0.25 0.30 600 700 

注：此用地面积不包含综合执法区用地面积和进出站道路所占面积。 

表三 综合检查站综合执法区用地面积 

卸载场 用地面积（公顷） 
增/减 1车道需增/减的用地面积

（公顷） 

一级 0.35 0.50 0.12 0.17 

二级 0.25 0.35 0.09 0.12 

三级 0.20 0.25 0.05 0.09 

（二）各级公路对应检查站设置原则 

1.国家高速 

在《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2013年-2030年）》中，与

北京市相关的国家高速公路有 11条，即“7 条首都放射线、

1 条南北向纵线、1 条绕城环线、1条首都地区环线和 1 条并

行线”。除六环路外，其余 10条国家高速需要设置综检站。 

2.普通国道 

在《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2013年-2030年）》中，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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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相关的普通国道有 15 条，即“11 条首都放射线、2

条南北向纵线、1条东西向横线和 1 条联络线”，上述 15 条

普通国道均需要设置综检站。 

3.市道 

依据《北京市干线公路网规划（2014-2020 年）》，北

京市共规划市道 78 条，此后将承平高速公路、新机场北线

及其东西延工程、博兴西路等几条道路纳入了北京市规划市

道。其中 20 条规划市道（其中包含 12 条市道高速公路）需

要设置综合、检查站；因区域功能定位或路线功能定位，无

客货车综合检查功能的，可不设置。 

4.其他 

随着北京市实施的非首都功能疏解和货车通行管理等

措施，货车在北京市路网运行特征和集中路段会随之发生大

幅变化；根据路网结构和道路货车通行变化情况，在市域范

围内货运主要通道设置综检站。 

（三）在用规划综检站变化 

在用的 44 个综检站，通州区白庙北站、昌平区马刨泉

站因区域交通流量和通行特点发生重大变化，不具备综合检

查功能的，拟调整为公安检查站，移交公安部门管理；因区

域路网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将密云区北甸子站迁移至古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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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继续发挥综检站功能。 

（四）新规划综检站情况 

本次规划新建站点 31 个；近期完成站点建设 17个，计

划于 2022年底前完成；远期计划完成站点建设 14个，采取

随路建设。具体站点规划内容详见附件。 

五、保障措施 

（一）体制保障 

以各区政府负责牵头建设，各区交通局具体实施，制定

详细的工作计划，明确各部门分工，加强各部门合作，共同

落实规划中的各项内容。 

（二）资金保障 

按照《北京市公路检查站建设管理办法》（市治超字 

[2018]14号）相关规定执行。 

（三）规划用地保障 

将本规划内容纳入到正在编制的各区分区规划中，设置

独立的城乡用地编码，在用地规划中进行预留；纳入正在编

制的《北京控制性详细规划技术准则与成果规范》；纳入正

在编制的《北京市干线公路附属设施用地标准》，明确将综

检站作为干线公路附属设施——管理设施的类型之一；参照

高速公路附属设施的规划建设程序，新建道路的综检站要与

道路主体工程同步规划建设。 

（四）督查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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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督查和调度机制，定期对综检站建设的进度进行追

踪，研究解决制约综检站建设的各项重大问题，加快推进建

设工作。 

（五）评价调整 

在综检站建筑及平面设计阶段应进行方案征集，力争建

设平面布局合理、交通组织流畅、执法检查高效的综检站。 

在规划实施过程中，适时对综检站功能和效能进行总体

评价，结合路网变化，及时对综检站布局进行优化调整。 

 

 

附件 1：北京市公路综合检查站现有点位清单 

附件 2：北京市公路综合检查站近期计划建设点位清单 

附件 3：北京市公路综合检查站远期计划建设点位清单 

附件 4：北京市公路综合检查站建设规划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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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北京市公路综合检查站现有点位清单 

序号 所属区 站名 站点分级 所在道路 道路技术等级 备注 

1 平谷区 夏各庄站 一级 京平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 现状 

2 平谷区 马坊站 二级 密三路 一级公路 现状 

3 平谷区 大旺务站 二级 平三路 一级公路 现状 

4 平谷区 南山村站 二级 东南路 一级公路 现状 

5 平谷区 上堡子站 二级 平蓟路 一级公路 现状 

6 通州区 西集站 一级 京哈高速公路 G1 高速公路 现状 

7 通州区 应寺站 一级 京沪高速公路 G2 高速公路 现状 

8 通州区 永乐站 一级 京津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 现状 

9 通州区 白庙北站 一级 京榆旧路 一级公路 调整 

10 通州区 白庙南站 二级 京哈路 G102 一级公路 现状 

11 通州区 小甸屯 二级 漷小路 二级公路 现状 

12 通州区 牛牧屯 二级 通香路 一级公路 现状 

13 通州区 觅子店站 二级 京塘路 G1103 一级公路 现状 

14 通州区 高各庄站 二级 徐尹路 一级公路 现状 

15 大兴区 凤河营站 二级 京福路 G104 一级公路 现状 

16 大兴区 榆垡站 二级 京广路 G106 一级公路 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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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属区 站名 站点分级 所在道路 道路技术等级 备注 

17 大兴区 磁各庄站 三级 南中轴路 二级公路 现状 

18 房山区 兴礼站 一级 京港澳高速公路 G4 高速公路 现状 

19 房山区 琉璃河站 二级 京深路 G107 一级公路 现状 

20 房山区 辛庄站 二级 京昆路 G108 一级公路 现状 

21 房山区 长阳站 三级 京深路 G107 二级公路 现状 

22 房山区 长沟站 三级 房易路 二级公路 现状 

23 延庆区 康庄站 一级 京藏高速公路 G6 高速公路 现状 

24 延庆区 下营站 一级 京新高速公路 G7 高速公路 现状 

25 延庆区 张山营站 二级 京银路 G110 一级公路 现状 

26 延庆区 西康站 二级 兴隆-阳江 G234 一级公路 现状 

27 延庆区 白河堡站 三级 滦赤路 二级公路 现状 

28 延庆区 张伍堡站 三级 京银路 G110 二级公路 现状 

29 密云区 司马台站 一级 京承高速公路 G8 高速公路 现状 

30 密云区 北甸子站 一级 京沈路 101 一级公路 调整 

31 密云区 墙子路站 二级 密兴路 一级公路 现状 

32 密云区 云蒙大桥站 二级 西统路 一级公路 现状 

33 密云区 番字牌站 二级 西火路 一级公路 现状 

34 密云区 新城子站 三级 松曹路 二级公路 现状 

35 顺义区 北务站 二级 木燕路 一级公路 现状 

36 顺义区 大孙各庄站 三级 X001（旧） 二级公路 现状 

37 顺义区 南法信站 三级 顺平路 二级公路 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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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属区 站名 站点分级 所在道路 道路技术等级 备注 

38 顺义区 赵全营站 三级 昌金路 二级公路 现状 

39 顺义区 木林站 三级 顺密路 二级公路 现状 

40 怀柔区 汤河口站 二级 京加路 G111 一级公路 现状 

41 怀柔区 赵各庄站 三级 中高路 二级公路 现状 

42 门头沟区 芹峪口站 二级 京拉路 G109 一级公路 现状 

43 昌平区 马刨泉站 二级 高芹路 二级公路 调整 

44 昌平区 龙虎台站 三级 南龙路 二级公路 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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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北京市公路综合检查站近期计划建设点位清单 

序号 所属区 站名 站点分级 所在道路 道路技术等级 备注 完成时限 

1 平谷区 承平高速西站 一级 承平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 新建 2020年 

2 平谷区 承平高速东站 一级 承平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 新建 2020年 

3 平谷区 黄花顶站 三级 密三路 二级公路 新建 2020年 

4 通州区 首都环线高速东站 一级 首都环线高速公路 G95 高速公路 新建 2022年 

5 通州区 宋庄站 一级 京秦高速公路 G1N 高速公路 新建 2022年 

6 通州区 罗庄站 二级 通清路 一级公路 新建 2020年 

7 大兴区 京台高速站 一级 京台高速公路 G3 高速公路 新建 2019年 

8 大兴区 京开高速站 一级 京开高速公路 G9 高速公路 新建 2020年 

9 大兴区 首都环线西站 一级 首都环线高速公路 G95 高速公路 新建 2020年 

10 房山区 镇江营站 一级 京昆高速公路 G5 高速公路 新建 2020年 

11 房山区 京雄高速站 一级 京雄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 新建 2020年 

12 房山区 薛庄站 二级 通化-武汉 G230 一级公路 新建 2022年 

13 房山区 燕山站 二级 大件路 一级公路 新建 2020年 

14 延庆区 延崇高速站 一级 延崇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 新建 2019年 

15 密云区 古北口站 二级 京沈路 G101 一级公路 新建 2020年 

16 门头沟区 清水站 一级 国道 109新线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 新建 2020年 

17 昌平区 赖马庄站 三级 顺沙路 二级公路 新建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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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北京市公路综合检查站远期计划建设点位清单 
序号 所属区 站名 站点分级 所在道路 道路技术等级 备注 完成时限 

1 平谷区 G230平谷东站 二级 通化-武汉 G230 一级公路 新建 随路 

2 平谷区 G230平谷西站 二级 通化-武汉 G230 一级公路 新建 随路 

3 平谷区 将军关站 三级 胡陡路 二级公路 新建 随路 

4 通州区 G230通州站 二级 通化-武汉 G230 一级公路 新建 随路 

5 大兴区 新机场北线西站 一级 新机场北线高速公路西延 高速公路 新建 随路 

6 大兴区 新机场北线东站 一级 新机场北线高速公路东延 高速公路 新建 随路 

7 大兴区 博兴西路站 一级 博兴西路 高速公路 新建 随路 

8 大兴区 新机场南站 一级 南北航站楼联络线 高速公路 新建 随路 

9 大兴区 大礼路西站 二级 大礼路 一级公路 新建 随路 

10 大兴区 大礼路东站 二级 大礼路 一级公路 新建 随路 

11 大兴区 京澳路站 二级 京澳路 G405 一级公路 新建 随路 

12 房山区 G234房山站 二级 兴隆-阳江 G234 一级公路 新建 随路 

13 怀柔区 G335怀柔东站 三级 承德-塔城 G335 二级公路 新建 随路 

14 怀柔区 G335怀柔西站 三级 承德-塔城 G335 二级公路 新建 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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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北京市公路综合检查站建设规划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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