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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规划】

1.《湖南省“十四五”交通运输发展规划(公路、水路)》

通过省政府常务会审议。

2021 年 7 月 26 日，毛伟明省长主持召开第 114 次省政府

常务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湖南省“十四五”交通运输发展

规划（公路、水路）》。

会上，蒋锋副厅长全面汇报了《湖南省“十四五”交通

运输发展规划（公路、水路）》编制情况。陈飞副省长发言指

出：“十四五”规划是在 2050 年总体规划目标的框架下制定

的，进行了充分的研究论证。到第二个一百年时，我省公路

总里程将达到 35 万公路，高速公路达到 1.3 万公里；近期到

2025 年，高速公路确保通车 9000 公里力争 10000 公里，省际

通道从 25 个增加到 31 个，实现“县县有高速”；国省干道以

提质改造为主，国道全部达到三级及以上；农村公路主要建

设旅游路、资源路、产业路；为了进一步优化我省运输结构，

水运建设投资由“十三五”的 140 亿元大幅提高到 500 亿元，

到“十四五”末，千吨级航道达 2150 公里，千吨级泊位达到

170 个，交通运输结构大为改善。



毛伟明省长讲话指出：规划最大的特色是提出了现代化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目标，要走现代化综合交通之路；规划

最大的亮点是把智慧、绿色、安全等理念贯穿到交通运输的

全生命周期过程，这是时代发展的要求。“十四五”期，是我

省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构骨架、畅动脉”的攻坚期，“补短板、

调结构”的提升期，要按照安全、便捷、智慧、绿色的要求，

完善“三纵五横四网多点”，推动大通道、大网络、大枢纽、

微循环建设，持续强化长株潭核心枢纽、市州区域枢纽建设，

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2.“十四五”省级资金投入将不低于“十三五”水平。

为强化资金保障，“十四五”规划编制过程中，我厅与省

财政厅进行了充分对接，就交通发展总体目标、重点任务等

达成共识。按照省领导“十四五”省级资金投入将不低于“十

三五”的指示，近期，我厅将与省财政厅进一步衔接、共同

研究，尽快确定“十四五”投资政策，报省政府同意后印发。

【投资计划考核】

1.我省启动编报 2022 年交通运输部固定资产投资计划。

按照交通运输部工作安排，我省已启动 2022 年交通运输

部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工作。2022 年报部建议计划分为两批。

其中 2022 年第一批（提前下达批次）报厅审核时间为 7 月底；

第二批计划报厅时间为 12 月底。市县符合部“十四五”公路、

水运及支持系统发展规划要求的项目可以通过登录“湖南省

交通运输规划项目库与计划管理系统”申报建议计划。

2.我厅全力推进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以奖代补”考核

数据支撑系统建设。



“十四五”期，交通运输部、财政部将对普通省道和农

村公路建设、养护实施“以奖代补”政策。按照两部委关于

加快建设“以奖代补”考核数据支撑系统的总体部署，结合

我省交通建设管控相关信息化发展实际，我厅商省财政厅拟

充分利用既有信息化系统成果，通过资源整合、升级，补充

完善，建立我省“以奖代补”考核数据支撑系统。7 月 23 日，

我厅召开“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以奖代补’考核数据支撑

系统建设”专题推进会议。会议明确，厅各相关处室及厅属

单位各司其职、形成合力、共同加快推进“以奖代补”系统

建设，确保系统在 2021 年 8 月底基本具备上线运行条件。

【交通强国试点】

1.赵平厅长主持召开专题会议调度交通强国建设湖

南试点项目落地见效。

7 月 7 日上午，厅党组书记、厅长赵平主持召开专题

会议，听取 2021 年全厅中心工作——交通强国建设湖南试

点项目落地见效工作进展情况汇报。

赵平厅长强调，建设交通强国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立足国情、着眼全局、面向未来作出的重大决策，

是新时代做好交通运输工作的总抓手。自交通强国建设湖

南试点项目实施以来，厅党组高度重视，制定出台了具体

详细的实施方案，明确了任务书、时间表、路线图、责任

人，厅机关有关处室和相关厅直单位分工负责、狠抓落实，

保障了重点工作任务顺利推进，试点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下一步，要进一步推进湘赣边综合交通运输发展具体项目

的落实落地，进一步加快全域旅游生态景观路建设的顶层



设计，进一步完善城乡客运一体化实施细节，进一步优化

“两客一危”车辆智能监管平台系统，进一步加强不停车

治超联网管理信息系统体系构建，全力以赴、攻坚克难，

确保试点各项工作取得实效，形成湖南经验，为交通强国

建设作出湖南贡献。

2.交通运输部肯定我省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工作。

据悉，交通运输部将在 8 月份召开全国交通强国建设试

点工作推进会。为做好会议筹备，我厅及时梳理我省试点项

目推进进展情况报部，部对湖南试点工作予以充分肯定，对

我省试点项目相关政策法规文件将汇编成册统一印发，并初

步确定试点项目之“两客一危”车辆智能监管平台作为优秀

案例在会上做典型经验交流。

3.蒋锋副厅长专题调度湘赣边和全域旅游公路两个交通

强国建设试点项目。

7 月 21 日下午，蒋锋副厅长主持召开会议，专题调度我

处牵头的湘赣边和全域旅游公路两个交通强国建设试点项目。

蒋锋副厅长肯定了前一阶段取得的成效，同时要求“先试三

年”，进一步细化方案，明确试点目标任务、时间节点，实行

项目法管理，按年分季排出推进时间表，挂图作战，对标对

表定期调度。

【高速公路前期】

1.本月高速公路项目前期工作进展情况。

（1）零陵至道县高速。工可已评，初步设计完成外业验

收；用地预审已报自然资源厅（未现场踏勘）；项目实施方案

正在征求省直相关部门意见。



（2）京港澳高速耒宜扩容工程。部综规司司务会已审议

通过项目部资金安排意见；用地预审完成现场踏勘；初步设计

完成外业验收；项目实施方案正在征求省直相关部门意见。

（3）沪昆高速金鱼石至醴陵扩容工程。部综规司司务会

已审议通过项目部资金安排意见；用地预审完成现场踏勘；项

目实施方案已编制完成，计划 8 月初召开专家审查会。

2.厅主要领导领导专题调度。

当前，影响高速公路前期进展主要是项目用地预审、部资

金安排意见和投资人确定等。7 月 26 日，厅党组书记、厅长

赵平同志主持会议专题调度，赵平厅长要求，要咬定年初确定

的“保三争三”既定目标，切实做好与交通运输部、自然资源

部、省发改委、省自然资源厅、省财政厅等相关单位的汇报衔

接工作，推进关键环节工作进度。

3.采取强力措施推进项目前期。

落实厅长办公会议要求，拟采取以下措施：一是 8 月初印

发《2021 年计划新开工高速公路项目、省管水运项目前期工

作进度目标表》，明确时间节点，压实各方责任。二是加强与

自然资源厅对接，力争 8 月中旬完成所有项目用地预审省内审

查并报部。三是密切与部衔接，力争 8 月上旬取得耒宜扩容、

金鱼石至醴陵扩容两个项目部资金安排意见。四是加快投资人

招商，力争 8 月底，取得耒宜扩容“两评一案”联审意见，金

鱼石至醴陵扩容“两评一案”联审，零陵至道县实施方案报省

政府。

【水运建设前期】

1.本月重点水上项目前期工作进展情况。



（1）湘江永州至衡阳三级航道建设三期工程。工可报告

已编制完成，计划 8 月上旬报省发改委审查。正在开展用地

预审与规划选址等专项报告编制工作。

（2）沅水洪江至辰溪航道建设工程。工可报告基本编制

完成。勘察设计工作已启动，用地预审及选址、环评等专项

报告均已报送相关审批部门，批复后可报省发改委批复工可。

（3）松虎航道（湖南段）建设工程。工可报告已基本编

制完成。水产种质资源、用地预审及规划选址等专项报告均

已批复，环评、水保专项报告正在有序推进。

（4）资水益阳至芦林潭二级航道建设工程、澧资航道白

沙至甘溪港三级航道建设工程。工可招标工作已经启动，计

划 8 月中旬发布招标公告。

（5）湘桂运河重点问题专项研究。7 月 8 日，我厅负责

的沿线跨拦河设施调查及航运开发条件分析、沿线生态环境

敏感区调查和环境影响分析对策研究以及湖南段运河开发总

体研究等三个专项研究招标工作已开标；湘水集团负责的水

资源综合利用及航运用水保障研究专题已于 7 月 12 日挂网，

预计 8 月 2 号开标；永州市人民政府（永州市交通运输局）

负责的运河开发基础资料勘测调查及影响分析专题已完成招

标文件专家评审论证会，预计 8 月完成招投标工作。7 月 16

日，我厅组织召开省直部门座谈会，省发改委、自然资源厅、

省生态环境厅、省统计局、长沙海关等 15 家相关单位参会；

7 月 26-30 日，我厅组织技术单位代表前往长沙、株洲、衡阳

等 11 个市州召开座谈会，就资料收集工作进行了深入讨论和

对接，为后续研究工作奠定了好的基础。



2.下阶段工作重点。

一是抓紧召开湘江永州至衡阳三级航道建设三期工程项

目工可厅内审会，配合省发改委组织工可审查，开展各专项

报告编制工作。二是加快开展沅水洪江至辰溪航道建设工程

用地预审与规划选址、环评报告报批工作，力争 9 月上旬获

批后报省发改委批复工可。三是松虎航道（湖南段）建设工

程会同省水利厅加强与水利部、长江委对接，尽快批复长江

四口水系规划。四是资水益阳至芦林潭二级航道建设工程、

澧资航道白沙至甘溪港三级航道建设工程抓紧开展工可招标。

【项目招商引资】

今年以来，重大项目招商引资基础进一步夯实，各项工

作全面推进。一是推进特许合同签订。完成剩余 6 个项目公

司组建工作和投资协议签订，省政府已同意调整 50%资本金提

交方式，下一步按规定提交资本金后加快项目合同签订。二

是推进新建项目招商。完成“十四五”期 20 个项目招商方案

研究，并征求原运营主体意见。按照肥瘦搭配、统筹推进的

原则，拟定了 10 个项目的招商方案，8 月初将进行挂网市场

测试。编制完成耒宜扩容项目、零陵至道县实施方案，采取

平行和交叉推进方式，做好投资人公开招标准备，确保“保

三争三”目标完成。三是推进遗留问题化解。对安邵收费期

限问题、对岳望经营模式问题进行了梳理，提出了办理意见。

【交通行业统计】

1-7 月，全省交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 505.55 亿元，

占年度总目标（808 亿元）的 62.57%。7 月份全省交通固定资



产投资完成 85.85 亿元，占年度总目标的 10.63%，其中：高

速公路、国省干线、农村公路、站场、水运、信息化分别完

成固定资产投资 40.45 亿元、11.15 亿元、25.78 亿元、5.65

亿元、2.60 亿元、0.23 亿元，占年度目标的 7.82%、7.94%、

36.83%、14.13%、6.50%、46.00%。

【乡村振兴专题】

1.全力提升交通服务水平，当好乡村振兴发展先行官。

贯彻落实国省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的决策部署，交通运输部门强化规划引领，推动高质

量发展，“十四五”期，在项目安排和资金政策上面继续对原

贫困县市和广大农村地区予以倾斜，重点实施“六大提升”

行动，全力服务和支撑乡村振兴。今年上半年，交通投入及

对经济社会拉动取得重大突破，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下一步，将研究细化交通服务乡村振兴实施意见，紧盯

年度目标任务，实化工作举措，在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推进产业融合发展上持续发力。一方面着力提升交通运输服

务供给质量。重点推进“四好农村路”示范创建，深化农村

公路管理养护，实施城乡客运一体化示范创建，推动客货邮

融合发展，交通服务保障得到持续加强。另一方面扎实开展

驻村帮扶，大力推进消费帮扶，积极落实就业帮扶，为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贡献交通力量。

抄送：厅领导，厅相关处室、直属相关单位，各市州交通运

输局，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省湘水集团有限公司，省

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省交通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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