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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发展规划】 

1.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与物流协调发展研究有序推

进。 

9 月 24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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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物流发展研究”）以来，我处

组织各相关单位认真研究，修改完善形成了 1 个总体工作方

案和“1+3”专题研究工作方案，明确了责任分工、各工作专

班人员、时间表、线路图等，赵平厅长批示予以肯定。近期

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10 月 8-13 日，分批组织厅直相关单位（部门）、省直相

关单位和部分省内典型物流企业集中研讨并收集资料，节约

了调研时间，调动了各部门参与的积极性，取得了好的成效。 

10 月 14 日，利用全省交通运输统计培训会机会，对参会

的 100多家物流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收回 60余份有效问卷，

有助于了解物流企业发展存在问题和诉求。 

10 月 15-10 月 25 日，对省机场集团、广铁集团、省高速

集团开展走访调研，收集了航空、公路、铁路货运相关基础



数据及资料，掌握了我省各种运输方式货物运输主要发生点、

货运规模、主要流向等相关情况。 

目前，各研究承担单位已完善总报告和专题报告大纲，

后续将抓紧基础资料分析研究，加强与发改、商务、市州、

物流企业等衔接沟通，加快研究报告起草，确保在 11 月 20

日前形成专题报告初稿。 

2.蒋锋副厅长专题研究调度高速公路网规划修编。 

10 月 27 日下午,蒋锋副厅长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调

度高速公路网规划修编，会议听取了高速公路网规划修编成

果汇报，就相关项目进行了认真研究审议。蒋锋充分肯定了

规划编制工作，对规划的原则、目标、评价指标等提出指导

性意见。 

【投资计划考核】 

1.厅有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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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份各市州及相关建设单位已按厅统一部署和要求，通过

投资计划系统将 2022年年度建议计划上报至厅，厅直相关单

位、厅相关业务处室正对建议计划进行初审。厅将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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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研究 2020 年油补省统筹资金使用方案。 

10 月份，厅综规处、财务处、港航处、运输处、省水运

事务中心、省道路运输管理局、厅信息中心对 2020 年油补省



统筹资金用于 2021 年预算使用方案进行研究。油补省统筹资

金将重点用于道路运输及水运发展，经按程序报厅党组同意

后，将及时下达资金。 

3.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以奖代补”考核数据支撑系统

实施方案通过专家评审。 

10 月 11日，我厅在长沙组织厅相关处室及专家召开《湖

南省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以奖代补”考核数据支撑系统实

施方案》审查会。省财政厅经建处，厅直相关单位、厅机关

相关处室代表参加了会议。专家听取汇报并征询了与会部门

的意见，审阅了相关文档资料，一致认为实施方案较为规范，

符合评审要求。 

目前系统已按部节点实现系统搭建和功能开发，正在录

入数据。《财政部 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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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要

求的功能实现程度：已完成规划与计划管理、建设管理、养

护管理、基础数据和电子地图数据，综合展示、数据管理、

数据治理、信息公开、财政投入资金管理、政府采购管理等

《指南》要求功能的开发。 

4.厅综规处召开 2021 年站场计划执行情况调度和 2022

年站场计划任务布置会。 

为总结 1～9 月站场计划执行情况，加快推动年度目标任

务完成，做好 2022 年计划工作部署，10 月 15 日下午，厅综

规处组织召开专题调度会，各市州交通运输局规划计划科

（处），厅运输处、省运管局和长沙理工大学相关负责人参



加会议。会议印发了“十四五”道路运输站场规划并解读，

对今年以来各市州站场建设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进行了通报，

就下一步工作和明年计划申报进行了重点强调和全面部署。 

【交通强国试点】 

1.部公路研究院调研我省交通强国建设试点推进情况。 

10 月 18-20 日，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李爱

民带队一行 11人，调研我省交通强国建设试点推进实施情况。

两天行程中，调研组参观了“两客一危”车辆智能监管中心，

听取我省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工作情况汇报，调研城陵矶老港

环保提质改造工程、岳阳港集疏运体系和汨罗市城乡客运一

体化试点，切身体验了车路协同暨自动驾驶系统。调研组对

我省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实施工作给予高度肯定，认为“两客

一危”车辆智能监管、城乡客运一体化等工作走在了全国前

列，初步形成了湖南经验，值得学习推广；同时，调研组专

家也提出指导建议，强调在今后工作中加强互动合作，部公

路研究院将全力支持湖南继续深入推进交通强国建设试点。 

2.全域旅游公路设计指南和指导意见初稿编制完成。 

全域旅游公路设计指南和指导意见初稿编制完成，计划

11 月上旬组织厅相关处室及专家召开审查会。设计指南共分

为 15 个章节，立足“旅游+交通”融合发展的新理念，以构

建“高可达、便转换、快集散”的“快进慢游”式全域旅游

交通系统为目标，从旅游公路分类、总体设计、路线、路基

路面、桥梁涵洞、交通安全设施、慢行系统、景观设计等方

面对我省旅游公路的精细化设计提出了具体的设计参考。 



【高速公路前期】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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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预审已通过自然资源部初审，待部务会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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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预审已通过自然资源部初审，

待部务会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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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预审已通过自然资源

部初审，待部务会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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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正由省自然资源厅审查；初步设计正在编制。 

——长浏高速机场中轴大道互通。现代投资集团已组织编

制完成工可，拟于月底报我厅审查。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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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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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底获取省政府关于

耒宜扩容、零道、阳新项目实施批复，11 月上旬发布耒宜扩

容捆绑零道和阳新高速公路投资人招标公告；计划 11 月中旬



将金醴扩容实施方案报省政府。 

（3）确保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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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工作。 

【水运建设前期】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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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避让生态红线论证报告已报自然资源部门审批，待其批

复后即可开展用地预审及选址审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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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底可获批；环评报告已于 10

月 16 日完成审查，预计 11 月中旬可获批。待该 2 个专项报

告批复后可报省发改委批复工可；初步设计已基本编制完成。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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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正在开展工可报告编制工作。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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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可报告已

与 10 月 13 日进行招标挂网，计划 11 月 4 日、5 日开标。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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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积极协调自然资源厅及永州市生态环境局，尽快开

展永衡三期用地预审及选址、环评等专项报告报批工作。二



是尽快协调办理洪辰项目用地预审与规划选址、环评报告批

文，力争 11 月中旬获批后报省发改委批复工可。三是抓紧开

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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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工作。四是完成湘江长沙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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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可招标，启动工可报告编制工作。 

【项目招商引资】 

1.厅领导调度推进新新项目建设。 

10 月 22 日上午,蒋锋副厅长和罗恒总工程师组织相关部

门召开专题会议,推进新新项目建设。会议强调,新新项目是省

政府十大重点项目之一，是全省目前投资最大的高速公路项

目。项目公司和投资方要珍惜合作，共守合约，锁定目标，

各尽其责，守住质量安全底线，不折不扣完成 26 亿投资目标

任务，力争超额完成 28 亿。确保 10 月底前，项目资本金按

期足额到位，年底前，项目公司完成增资扩股手续。 

2.拟新开工项目招商引资进展情况。 

一是耒宜扩容项目实施方案。10 月 26 日下午，省政府办

公厅副秘书长周义祥组织省财政厅、省司法厅、省交通运输

厅召开协调会，就耒宜扩容实施方案批复意见达成一致。近

日，省政府将对耒宜扩容、零道高速、阳新高速项目实施方

案出具批复意见。二是耒宜扩容老路补偿问题。近期与省高

速集团和现代投资公司进行多次沟通协商，结合专家评审意

见对补偿方案进行修改，已按程序将补偿方案呈报厅领导。

三是金醴项目实施方案。方案已编制完成并征求省直相关部



门意见。10 月 25 日，报省发改委，省重点项目联审中心联审，

拟 11 月中旬报省政府。 

【交通行业统计】 

1～10 月，全省交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 786.56 亿元，

占年度总目标（808 亿元）的 97.35%。10 月份全省交通固定

资产投资完成 99.91 亿元，占年度总目标的 12.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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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9 亿元、21.29 亿元、12.91 亿元、6.43

亿元、4.04 亿元、0.06 亿元，占年度目标的 10.67%、15.15%、

18.44%、16.08%、10.09%、12.61%。 

10 月 25 日，《2021 年前三季度全省交通运输经济运行

情况报告》发布。10 月 27 日，《2020 年湖南省收费公路统

计公报》在厅官网上发布。 

【乡村振兴专题】 

1.目前，我厅根据部、省相关要求正在拟订关于我省交

通运输系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实施

方案，将进一步明确巩固拓展我省交通运输脱贫攻坚成果工

作机制、目标任务，工作举措，推动完成“十四五”各项指

标，全面服务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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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