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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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省委常委会审议。 

8 月 6 日，《湖南省“十四五”交通运输发展规划（公路、

水路）》经省委常委会 2021 年第 36 次会议审议通过。会议

强调，要按照建设交通强国战略部署和“融合、智慧、绿

色、安全、便捷”的要求，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增强

运输服务功能品质，坚持“建管养运”并举，全面提升交

通基础设施管护水平和抗灾能力，推动交通发展向更加注

重质量效益、更加注重一体化融合、更加注重创新驱动转

变，着力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2.《湖南省“一江一湖四水”水运发展规划》正式获批。 

8 月 16 日，省人民政府批复《湖南省“一江一湖四水”

水运发展规划》（简称《“114”规划》）。规划水平年为

2035 年，远景展望 2050 年，将以建成便捷顺畅、经济高

效、绿色集约、智能先进、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内河水运体

系为目标。规划聚焦有等级以上开发条件且有发展需求的

6380 公里航道，构建以长江黄金水道为依托、洞庭湖为中

心、“四水”为骨架的“一江一湖四水”航道网；按“一



市一港”原则，将全省港口数量整合为 14 个，形成层次分

明、功能明确、与区域经济相适应的“一枢纽、多重点、

广延伸”港口体系，同时提出基础设施、多式联运、绿色

发展、管养服务、监管救助、智慧信息等发展规划。 

3.《湖南省“十四五”交通运输发展规划(公路、水路)》

规划体系正式印发。 

8 月 18 日，经省委、省政府同意，《湖南省“十四五”

交通运输发展规划(公路、水路)》正式印发实施。本次印发

的规划体系包括：1 个总体规划，2 个公路、水运行业基础设

施规划及养护管理、运输服务、绿色交通、安全应急、科技

创新、枢纽及集疏运等 6 个专项规划。同时，为便于携带、

查阅，规划组还专门编制印发了“十四五”规划小册子（口

袋书）、规划体系成果汇编。 

4.厅集中解读宣贯“十四五”规划成果。 

近期，厅通过各种途径、方式对“十四五”规划进行解

读宣贯，得到全社会广泛关注和热议。 

8 月 11 日上午，厅党组书记、厅长赵平应邀接受交通运

输部官网在线访谈。赵平厅长详细介绍了我省规划起草的背

景、总体思路、愿景目标、重点任务、重要举措等。 

8 月 20 日，《中国交通报》头版刊发《湖南公路水路实

施六大提升行动》，重点介绍我省“十四五”规划主要成果。 

8 月 27 日上午，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蒋锋同志应邀在湖

南日报中央演播厅解读“十四五”规划成果。 

8 月 25 日，厅综规处处长苏清贵同志接受湖南卫视采访，

介绍“十四五”规划保障措施。8 月 27 日晚，湖南新闻联播

详细报道了我省“十四五”规划情况。 



5.“十四五”农村公路规划项目库审议通过。 

近期，厅综规处组织对“十四五”农村公路规划项目库

进行了审查。市县交通运输局代表、厅属单位、厅相关处室

及相关院校专家参加会议。项目库于 2020年启动编制，历经

“五上五下”程序，充分尊重市县建设需求并经县市确认项

目库数据。目前，项目库数据成果已纳入规划计划管理系统，

实现与“十四五”规划同步下发。项目库将实行定期动态滚

动机制，并在规划中期根据执行评估可进行规划规划调整，

保障市县灵活推进项目建设，确保规划目标任务的顺利完成。 

【投资计划考核】 

1.我省完成向部报送 2022 年交通运输部固定资产第一

批投资计划工作。 

8 月中旬，我厅组织市州交通运输局、省管重点项目完成

2022 年第一批（提前下达批次）固定资产计划申报工作。厅

将根据工作安排，于 9月份全面启动全省 2022年交通运输固

定资产投资计划的编报工作。 

2.我省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以奖代补”考核数据支撑

系统建设基本实现 8 月底上线功能。 

8 月 24 日、30 日，厅综规处牵头密集调度湖南省普通省

道与农村公路“以奖代补”考核数据支撑系统推进工作，相

关单位、处室及技术支持单位参加。目前，“以奖代补”考

核数据支撑系统建设各项工作推进顺利，已初步具备数据管

理、数据交换共享等核心功能上线试运行条件，正进行数据

调试等工作。基本达到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关于 2021 年 8月

31 日上线的要求。 



【交通强国试点】 

1.厅综规处牵头制订湘赣边交通发展、全域旅游公路

建设三年行动方案。 

落实 7 月 21 日蒋锋副厅长专题调度会议要求，近期，厅

综规处牵头分别制订了湘赣边交通发展、全域旅游公路建设

三年行动方案（初稿）。其中： 

——湘赣边交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以发布的“十四五”

规划为总目标，组织湘赣边 10县市从顶层设计和项目建设两

个方面，提出 2021-2023 年的细化工作方案。拟实现发展目

标项目化、可量化，按照“挂图作战”方式，层层压实责任。 

——全域旅游公路三年行动方案结合“十四五”普通国

省道和农村公路规划的旅游公路，按照先期试点和全面推进

两个阶段分别制定三年行动计划和五年实施细则，明确旅游

公路建设支持政策、考核办法，明晰省市县三级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目标任务、职责分工等，有序推进全域旅游公路建设。 

2.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湖南段)自驾游地图即将发布。 

落实达哲书记关于编制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湖南段）自

驾游地图的指示，我厅牵头开展了自驾游地图编制工作。经

过近 2个月的详细调研、资料采集和数据分析等工作，7月底

基本形成地图成果。8 月初我厅会同省文旅厅召开了自驾游地

图专家审查会，目前已按照审查会议意见修改完善，正在省

自然资源厅进行地图的审核，预计 9 月上旬正式发布。 

【高速公路前期】 

1.8 月 2 日，厅印发《2021 年计划新开工高速公路项目

前期工作进度目标表》。将高速公路前期工作 92 个环节明确



办理时限、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实行“挂图作战”，压茬推进。 

2.8 月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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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然资源厅已完成现场踏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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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6 日取得部资金安

排意见；用地预审完成现场踏勘；初步设计完成外业验收；项

目实施方案已完成省直相关部门意见征求工作，省发改委近日

将启动联审。 

（3）沪昆高速金鱼石至醴陵扩容工程。8 月 16 日取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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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召开专家审查会，正在修改完善。 

（4）长沙机场中轴大道互通。 

——江杉高速机场中轴大道互通。工可已通过省发改委审

查，省发改委工可咨询单位正在出具工可评估报告；用地预审

资料已编制完成，已报省自然资源厅审查；初步设计正在编制。 

——长浏高速机场中轴大道互通。现代投资集团正在抓紧

编制工可，计划 9 月下旬编制完成。 

3.9 月份前期工作目标计划。 

（1）加强与自然资源厅对接，确保 9 月中旬完零道、耒

宜扩容、金醴扩容等 3个项目用地预审省内审查并报部。 

（2）加快投资人招商，力争 9月底前，取得耒宜扩容“两

评一案”联审意见，启动金醴“两评一案”联审，零陵至道县

实施方案报省政府。 

（3）9 月上旬向厅领导汇报省高速公路网规划修编阶段

性成果。 



（4）力争 9 月底前完成江杉高速机场中轴大道互通用地

预审省内审查、长浏高速机场中轴大道互通工可编制工作。 

4.省高速公路网规划修编加快推进。 

经过各方努力，省高速公路网规划修编已完成阶段性成

果。我处会同厅规划与项目办于 8 月 19 日、27日两次听取编

制情况汇报，编制单位正按会议意见抓紧修改完善。 

【水运建设前期】 

1.8 月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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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 8 月 18 日召开了厅内审会议，计划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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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预审及选址已完成县、市

两级审查，于 8 月 24 日报送省自然资源厅审批；8 月 23 日怀

化市生态环境局组织召开了初审会，待该 2 个专项报告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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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上旬发布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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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正在编制报告。 



2.下阶段工作重点。 

一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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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份重大项目招商引资进展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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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常、茶常、永零特许

经营合同已签订，新新、张官、城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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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 日已将 10 个项目挂

网进行招商引资市场测试。耒宜扩容、零陵至道县、阳至新

田实施方案编制加快推进，采取平行和交叉开展工作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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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月，全省交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 591.30亿元，

占年度总目标（808 亿元）的 73.18%。8月份全省交通固定资



产投资完成 85.75 亿元，占年度总目标的 10.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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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97亿元、12.33 亿元、14.89亿元、3.28

亿元、2.19 亿元、0.10亿元，占年度目标的 10.25%、8.77%、

21.27%、8.21%、5.47%、19.43%。 

【乡村振兴专题】 

1.全省防止返贫监测与帮扶工作推进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8 月 30 日下午，全省防止返贫监测与帮扶工作推进电视

电话会议在长召开。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论

述，进一步对标中央要求，抓实防止返贫监测与帮扶工作，

确保过渡期第一年后班次估取得满意成效。交通部门的主要

职责和工作内容是建立通村公路路况定期检测机制，及时收

集相关中断信息，并做好公路抢修保通工作。 

2.省将开展对乡村振兴考核工作。 

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省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

导小组已开展《乡村振兴考核办法》《2021 年乡村振兴考核

方案》拟订工作。据悉，农村公路乡镇通三级公路、旅游资

源产业路、安防工程、危桥改造等年度任务完成情况，农村

公路优良率较上年度提升情况，“国办发〔2019〕45 号”“湘

政办发〔2020〕29 号”文件执行及相应资金落实情况等，拟

纳入对市州、县市区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的相关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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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