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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发展规划】 

1.赵平厅长部署开展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与物流协

调发展研究。 

9 月 10 至 11 日，在武汉召开的长江中游三省协同推动高

质量发展座谈会期间，伟明省长特别嘱托交通运输部门，要

深入分析研究我省物流的流向、流量、流效，科学谋划通道

发展，强化互联互通，促进多式联运，降低物流成本，加快

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充分发挥好我省区位优势。9

月 13 日上午，赵平厅长召集厅机关处室和相关科研院所、高

等院校、行业协会专家、资深教授等召开专题会议，传达伟

明省长重要指示要求，探讨落实举措。与会专家和领导纷纷

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深入研究我省物流特征、促进现代化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与物流协调发展很有必要、意义重大。9

月 18 日，赵厅长又召开专门会议，进一步明确了研究方向、

思路、重点和落实措施。下一步，将利用 3 个月左右时间，

着重研究绘制全省物流发展“一张图”、完善现代化综合交

通运输体系“一张网”、科技赋能交通与物流发展“一体化”，

提升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和现代物流体系的耦合度，实现协调

发展、融合推进，为我省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实施“三高



四新”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2.赵厅长主持研究“十四五”投资政策。 

9 月 13 日，赵平厅长主持召开研究“十四五”交通建设

投资政策专题会。会上，综规处对“十四五”投资政策进行

详细汇报，厅党组成员和各处室负责人提出了意见。 

赵平厅长指出投资政策应当做好五个统筹，即事权和支

出责任的统筹、“十三五”与“十四五”的统筹、发展和保

障的统筹、建设与养护的统筹、公路水运站场的统筹。同时，

肯定了投资政策研究的初步成果，整体比较成熟，原则均赞

成。并就需进一步研究几个问题提出了具体要求。 

3.蒋锋副厅长调度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与物流协调

发展研究。 

9月 24日上午,蒋锋副厅长主持召开湖南省现代化综合交

通运输体系与物流协调发展研究调度会。就做好后续研究工

作，蒋锋提出八个方面的要求：一是思想高度重视；二是组

建工作专班，明确“1+3”方案，即 1 个总报告加 3 个专题报

告；三是把握工作要求；四是明确责任分工；五是注意方式

方法；六是健全工作机制；七是限定完成时限，确保 12 月底

前形成研究成果；八是落实工作经费。 

4.高速公路规划修编取得阶段性成果。 

省高速公路网规划修编加快推进，已完成阶段性成果并做

好向厅领导汇报准备，计划 10月上旬向厅领导汇报。 

【投资计划考核】 

1.厅启动 2022 年交通运输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编报工作。 

在前期对2022年年度目标任务初步对接、测算的基础上，

9 月下旬厅全面启动全省 2022年交通运输固定资产投资计划



编报工作，下达编报建议计划的通知（湘交函〔2021〕524

号）。将通过“二上二下”程序科学编制年度计划，为“十

四五”规划的实施见效打牢基础。 

2.省财政厅与我厅联合调度省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以

奖代补”考核数据支撑系统建设情况。 

9 月下旬，交通运输部 财政部联合印发《普通省道和农

村公路“以奖代补”考核数据支撑系统建设指南（试行）》。

9 月 28 日，两部召开电视电话会共同开展了《建设指南（试

行）》宣贯活动。当天，省财政厅与我厅共同调度“以奖代

补”考核数据支撑系统建设情况，厅直相关单位、处室及技

术支持单位参加。会议强调学懂弄透《建设指南（试行）》

和部领导讲话精神、部署下阶段重点工作，全力保障系统开

发进度，确保系统建设符合部考核要求。 

【交通强国试点】 

1.蒋锋副厅长调度交通强国建设试点项目推进情况。 

9 月 29 日上午,蒋锋副厅长组织相关部门召开专题会议,

调度交通强国建设试点,确保项目落实见效。 

蒋锋指出,今年以来,各部门高度重视,强力推进,交通强国

建设试点项目进展顺利,工作推进的力度、效果和产生的影响

都非常不错。 

蒋锋强调,要按照年初既定的工作方案和赵平厅长调度会

议要求,切实做好“三对”“三化”“三抓”,即:对照目标、

对照要求、对照进度不断总结、回顾和反思;要项目化管理、

可量化、可考核化,用数字来说话、用实例来说话、用实事来

说话;要抓责任、抓进度、抓调度,进一步夯实牵头处室主抓责

任,压实市县、基层一线的主体责任,全力以赴推进我省交通强



国建设试点,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2.“重走长征路”红色旅游交通运输专项规划完成初稿。 

按照交通运输部工作部署，我厅开展了湖南省“重走长

征路”红色旅游交通运输专项规划编制，对我省长征文化公

园现状交通及需求进行了全面梳理和分析论证，目前已完成

初稿。下一步将对接省发改委，组织各市州交通运输部门对

“十四五”期铁路、民航、公路及水运项目进行摸排并上报

交通运输部，争取部相关政策与资金支持。 

3.全域旅游公路设计指南和指导意见取得阶段性进展。 

为给全省旅游生态景观路的全面实施提供政策与技术支

撑，我厅组织开展了湖南省全域旅游公路设计指南和指导意

见编制工作。7-8 月份，收集和整理与旅游公路相关的规范、

行业、地方标准、指南，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等资

料，并组织技术单位赴溆浦县、泸溪县和江西横峰县等地开

展实地调研。前已基本完成初稿编制。 

4.启动示范项目招标工作。 

为探索旅游公路设计理念和建设经验，我处组织市州交

通运输局进行了示范项目的申报。按照“符合规划、特色鲜

明、近期见效、规模适当”的原则，选定 S303 武陵源中湖至

天子山、S306 永顺县塔卧至永顺县城公路等 7 个示范项目，

并启动设计招标工作，正在编制招标文件。 

【高速公路前期】 

1.9 月 23 日,蒋锋副厅长组织相关部门，召开 2021 年新

开工高速公路项目前期工作调度会议。蒋锋要求必须确保零

道项目年底开工建设，在此基础上再争取 1 个以上力争开工

项目年底开工，并就如何推进下阶段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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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设计已完成；用

地预审已报自然资源部；项目实施方案已报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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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设计已完成；用地预审已报自然资源部；项目实

施方案已报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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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设计正在编制；用地预审已报自然资源部；

项目实施方案已报省发改委联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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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 10 月中旬编制完成。 

3.10 月份前期工作目标计划。 

（1）紧盯与自然资源部，确保 11 月 7 日前取得零道用地

预审批复；确保 11 月 15 日前取得耒宜扩容、金醴扩容等 2 个

项目用地预审批复。 

（2）加快投资人招商工作，拟于 10 月 10 日获取省政府

关于耒宜扩容、零道、阳新项目实施批复，10 月中旬发布耒

宜扩容捆绑零道和阳新高速公路投资人招标公告；计划 10 月

下旬将金醴扩容实施方案报省政府。 

（3）确保 10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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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省干线前期】 



    9 月 28-29日，厅综规处组织召开 2021 年全省普通国省

道前期工作调度会暨公路项目前期工作业务培训班，各市州、

县市区交通运输局从事普通国省道项目前期工作（工可阶段）

的相关人员参加了培训。以此为契机，还集中了调度 2021年

普通国省道项目前期工作进展情况、年度投资目标完成情况，

分析存在的主要困难及问题，并对第四季度如何加快完成目

标任务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措施。 

【水运建设前期】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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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于 9 月下旬报省发改委，用地预审及选址报告已编制完成，

将于近期开展审查工作。 

（2）沅水洪江至辰溪航道建设工程。工可报告基本编制

完成；用地预审及选址预计 10 月初可获批；勘察设计工作已

启动；环评报告将于 10 月初审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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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可报告招标工作已于 9 月

27 日、28 日开标，已启动工可报告编制工作。 

（5）湘江长沙至城陵矶一级航道建设工程（含长沙枢纽

三线船闸）、沅水桃源枢纽二线船闸建设工程。招标工作已

启动，计划 10 月上旬进行招标挂网。 

（6）湘桂运河重点问题专项研究。已完成招标工作，大



部分基础资料已收集，正在编制研究报告。 

2.下阶段工作重点。 

一是配合省发改委召开湘江永州至衡阳三级航道建设三

期工程项目工可审查会，开展用地预审及选址等专项报告报

批工作。二是尽快协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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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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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紧与省水利厅对接，明确松虎航道建设与松滋口建闸的先

后次序，并配合省水利厅继续推进长江四口水系综合整治工

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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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推进完善新新、张官项目合同签订程序。 

9 月 1 日，拟定了新新、张官项目管理架构方案；9 月 13

日，与新新张官项目公司签署 3 份特许经营合同；9 月 26 日，

联合体各方按照谁设计谁施工原则，确定张官新新主线施工

标段划分。下一步将督促加快项目公司增资扩股，完成高速

集团投资公司代持中冶集团股份份额向中冶集团方转移。 

2.合力加快拟新开工项目招商引资。 

一是加强与省发改委衔接，9 月 14 日召开耒宜扩容 PPP

项目实施方案联审专家评审会，9 月 22 日获得省发改委联审

意见。9 月 22 日，报请省政府启动耒宜扩容、零道高速、阳

新高速 3 个项目捆绑招商。预计国庆节后获省政府实施方案

批复。二是就耒宜扩容老路补偿问题，与省高速集团和现代

投资公司进行多次沟通协商，9 月 27 日组织专家对补偿方案

进行评审，确保招标挂网前补偿方案达成一致。三是金醴项



目已编制完实施方案，并已征求省直相关部门意见，9 月 29

日，项目实施方案报省发改委联审，拟 10 月底报省政府批复

实施方案，争取年底前开工。 

【交通行业统计】 

1～9 月，全省交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 686.65 亿元，

占年度总目标（808 亿元）的 84.98%。9 月份全省交通固定资

产投资完成 95.35 亿元，占年度总目标的 11.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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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6 亿元、17.21 亿元、14.60 亿元、3.71 亿

元、3.02 亿元、0.05 亿元，占年度目标的 10.98%、12.25%、

20.86%、9.28%、7.55%、9.33%。 

【乡村振兴专题】 

1.湘鄂渝黔四省市达成武陵山片区乡村振兴“恩施共识”。 

9 月 16-17 日，2021 年湘鄂渝黔四省市政协助推武陵山片

区乡村振兴第三次合作联席会议在湖北恩施召开，蒋锋副厅

长参加会议。会议通过了《2021 年湘鄂渝黔四省市政协助推

武陵山片区乡村振兴合作联席会议恩施共识》，明确四省市

共同推动创建武陵山片区国家乡村振兴试验区，共同推动优

化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建设，增强区域互联互通能力，夯实乡

村振兴交通网络根基，为畅通国际国内双循环、促进区域经

济协作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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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