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省交通运输综合规划 

工 作 简 报 
2021 年第 7 期（总第 19 期） 

湖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编 2021年 12月 31日 

【综合发展规划】 

1.陈飞副省长主持召开汽车产业减低物流成本座谈会。 

12 月 27 日，陈飞副省长主持召开汽车产业降低物流成本

座谈会。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周义祥和各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听取了我厅关于交通支持汽车产业物流发展思路措施汇

报、汽车生产企业以及其他参会人员的发言。 

陈飞副省长作重要讲话指出：一是落实“十四五”交通规

划，要把降低物流成本，作为检验和促进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

系、现代物流体系建设的标准之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要注重

服务产业发展，强化宏观、微观顺畅对接，宏观服务于微观，

微观检验宏观，使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和物流体系协调发展。二

是要开展典型汽车企业调查研究。交通厅牵头，联合相关部门，

重点研究各家企业流量流向、水铁公运输方式、运输成本等。

三是要开展物流成本研究。发改委牵头，相关部门参加，重点

研究物流企业内微循环、地市中循环、省内大循环、国际双循

环。并做好三件事，加强物流企业的培育和招商，加快组建物

流企业联盟，加快物流信息系统建设，切实降低我省物流成本。 

2.赵平厅长主持召开《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与物流

协调发展》研究成果汇报会。 



12 月 10 日下午，赵平厅长主持召开《湖南省现代化综合

交通运输体系与物流协调发展研究》专题汇报会。蒋锋副厅长、

杨广副厅长出席会议，厅相关单位、部门及参编单位负责同志

参加会议。会上，参编单位汇报了专题研究成果；与会人员进

行了认真讨论交流，并提出了下一步工作意见建议。 

赵平厅长讲话指出，课题组克服课题难度大、技术支撑和

储备不足等一系列困难，短时间内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为

后期研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同时要求，要严格对标伟明省长

指示精神，紧扣“通过优化交通基础设施网络、调整优化运输

结构、强化信息化支撑以实现提高物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

目标，尽快完成“1+3”研究成果。要加强对我省物流流品、

流量、流向、流速的现状和预测分析，以及物流现状与我省现

有运输通道的适应性研究，分析查找目前我省运输通道存在的

短板弱项，从完善基础设施网络、互联互通、综合枢纽、多式

联运等“硬联通”和强化信息化支撑“软联通”两方面提出进

一步优化的意见和结论。要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伪存真进

行提炼提升，进一步提出综合性结论性意见，更好绘制全省物

流发展“一张图”，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一张网”，

实现科技赋能交通与物流发展“一体化”，有力推进我省现代

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与物流协同高质量发展，奋力当好社会主

义现代化新湖南的开路先锋。 

【投资计划考核】 

1.2022 年全省交通运输固定资产投资计划正式印发。 

《2022 年交通运输固定资产投资建议计划》经厅党组审

议，已于 12 月 21 日印发，为历年最早，《计划》明确 2022 年

投资、建设目标任务，为加快推进项目建设提供计划保障。 

2.2021 年度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以奖代补”考核数据



填报工作全力推进。 

12 月 16日，我处组织“以奖代补”考核数据支撑系统技

术单位赴省财政厅参加系统推进协商会。两厅联合下发通知，

组织各市州、县市区财政局、交通运输局填报 2020-2021年普

通省道及农村公路建设和养护资金投入情况，并按照国家“交

叉审核、逐级上报”的原则，做好同级填报数据交叉复核和数

据上报工作。 

我处会同厅养护处、农村处精心组织 2021 年度普通省道

和农村公路“以奖代补”考核数据填报工作。以 2021 年固定

资产年报和养护统计年报工作为契机，统筹开展省道和农村公

路计划项目进度数据、路面技术状况和桥梁技术状况数据填报

工作。目前，各项数据填报工作均已基本完成。 

3.2022 年普通国省道前期工作计划下达。 

为有序推进“十四五”普通国省道项目前期工作，我处商

厅规划与项目办、省公路事务中心，并充分征求市州交通运输

局意见，编制并下达了 2022 年普通国省道前期工作计划，按

照“十四五”部规划普通国道项目 2022 年完成前期工作，其

余普通国道正式项目 2023 年前完成前期工作的总体目标，

2022年普通国道正式项目前期工作推进里程 1051公里；按照

“十四五”期建成的普通省道及重要经济干线 2024 年前完成

前期工作的总体目标，2022 年普通省道及重要经济干线正式

项目前期工作推进里程 3015 公里。 

【交通强国试点】 

1.厅专题总结交通强国建设湖南试点任务落地见效。 

12 月 31 日，厅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听取交通强国建设湖

南试点任务落地见效年度工作情况汇报。会上，交通强国试点

建设办公室（厅综规处）总体汇报了年度工作总结和明年工作



打算。赵平厅长和相关厅领导进行点评。赵平厅长充分肯定了

交通强国试点建设一年来取得的成绩，并指出 2022 年试点工

作要紧紧围目标任务，继续加强工作部署、细化措施方案，争

取年内取得明显成效，形成湖南试点推广经验。 

2.旅游公路示范项目相关工作有序开展。 

（1）浏阳市大沙洲-筀竹弯（李白烈士故居）旅游公路、

安化县大熊山至茶马古道、资阳区 X008 皇家湖生态旅游度假

区通景公路、汨罗市八景洞森林公园旅游公路、邵阳县岩口铺

镇吊井楼村旅游路资源路产业路等 5 个旅游公路示范项目已

完成勘察设计招标，目前编制单位正抓紧开展勘察设计。另

S306 永顺县塔卧至永顺县城公路的招标文件正在进行备案。 

（2）S208 岳阳长江经济带沿江公路（道仁矶-黄盖湖）、

S211 保和-仰天湖公路、S511 南县东河至茅草街、S201 天岳关

至加义（一期）四个项目的施工图设计由市县交通运输局选择

承担单位编制完成，我处牵头组织完成了对标审查，目前编制

单位正在对设计文件进行修改完善。 

【高速公路前期】 

1.12 月份高速公路项目前期工作进展情况。 

（1）零陵至道县高速。工可已核准，初步设计已批复，

项目已于 12 月 26 日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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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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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部务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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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出具工可评估报告；用地预审资

料已报自然资源部初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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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厅已联合省发改委于 11 月 24 日对项目工可方

案进行了初审。 

2.1 月份前期工作目标计划。 

（1）紧盯自然资源部，力争 2022 年 1 月底前取得耒宜扩

容、金醴扩容、江杉高速机场中轴大道互通等 3 个项目用地预

审批复。 

（2）力争 2022 年 1 月省发改委完成长浏高速机场中轴大

道互通项目工可审查工作。 

【水运建设前期】 

1.12 月份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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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

红线制约因素已基本解决，正协调省生态环境厅、农业农村厅，

明确鱼道建设问题，待其明确后即可报发改委审批工可。 

（2）沅水洪江至辰溪航道建设工程。环评报告 12 月 17

日已批复，项目工可已具备批复条件；待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后即可批复工可；初步设计已基本编制完成。 

（3）沅水金紫至洪江四级航道建设工程。工可报告已于

11 月上旬通过厅内审会审查，12 月份已完成环评及相关专项

报告招标，已启动初步设计及模型试验招标（委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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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正按前期工作时间节点开

展工可报告编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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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正按前期

工作时间节点推进相关工作。工可报告招标工作已完成，正在

开展工可报告编制工作。 

（6）湘桂运河重点问题专项研究。湖南段相关研究成果

已基本形成，目前项目组正在广西开展资料收集工作，待广西

形成相应成果。 

2.市县水运项目前期工作暨“一市一港”规划推进情况。 

目前，正开展前期工作的地方航道项目 4 个：郴州市沤江

汝城航运建设工程（重新修订）、怀化市溆水溆浦县城至银珍

电站航运工程、益阳市安化雪峰湖旅游航运建设工程、大通湖

五门闸至煤炭湾四级航道建设工程等。正开展前期工作的港口

项目 10个（2022 年开工项目 8个）：岳阳港云溪港区彭家湾

散货中转码头工程、云溪港区道仁矶通用码头工程、城陵矶港

务有限责任公司码头环保提质改造二期项目、城陵矶港区松阳

湖通用码头工程、株洲港大唐华银配套码头工程、常德港临澧

港区新安作业区码头工程、德山港区台兴油库配套码头工程、

衡阳港白沙洲港区文家坪作业区一期工程、益阳港清水潭千吨

级码头工程（二期工程）、中国石化湖南益阳石油分公司益阳

油库千吨级码头。 

14 个市州港口规划编制工作进展情况 

港口名称 工作进展 港口名称 工作进展 

岳阳港 已批复 衡阳港 正在编制 

长沙港 已报交通部，待部省联合审查 怀化港 正在编制 

常德港 已报交通部，待部省联合审查 娄底港 拟招标 

株洲港 已报省政府 郴州港 已评审，待批复 

湘潭港 正在编制 邵阳港 正在编制 

永州港 正在编制 张家界港 未启动工作 

益阳港 正在编制 湘西港 正在编制 



3.下阶段工作重点。 

（1）对接自然资源厅、省林业局，尽快解决永衡三期项

目涉及生态保护红线问题。（2）协调省发改委尽快报省政府

常务会议审议沅水洪辰项目工可报告，力争 12 月中旬批复工

可。（3）加快开展沅水金紫至洪江项目专项报告编制及模型

试验。（4）压实责任，全面推进前期工作。厅综规处统筹前

期工作，厅规划办具体负责督导省管重点航道项目，省水运事

务中心负责督导市县水运项目。 

【项目招商引资】 

耒宜扩容、零道高速、阳新高速。已于 12 月 15 日向湖南

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等 18 家单位组成的联合体发出 3 个

项目组成的项目包中标通知书。零道高速投资协议已签订、项

目公司已成立，12 月 26 日已举行开工动员的大会；耒宜扩容

特许经营合同正在征求省发改和省财政意见，计划 2022 年 1

月中旬报省政府，省政府批复特许经营合同后即可签订投资协

议；阳新高速计划 2022 年 1 月中旬签订投资协议。 

金醴扩容。省发改委已出具实施方案联审意见，正在按联

审意见与原运营主体协商建设期和运营期补偿，拟双方委托专

家评估后签订补偿协议。实施方案计划 2022 年 1 月下旬报省

政府批复后启动投资人招标工作。 

许广高速茶亭互通至长沙绕城高速西北段高速公路、浏

阳至江背高速公路。两项目实施方案已征求厅相关处室和省直

相关单位意见，厅法制处已进行合法性审查，计划 2022 年 1

月上旬报省政府后启动投资人招标工作。 



【交通行业统计】 

根据 2021年交通运输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快报，全省 1～

12 月交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 1046.16 亿元，占年度总目标

（808 亿元）的 129.48%，交通投资总额和完成比例双创历史

同期新高。12 月份全省交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123.24 亿元，

占年度总目标的 15.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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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18 亿元、

26.41 亿元、21.49 亿元、16.53 亿元、4.39 亿元、0.25 亿元，占

年度目标的 10.48%、18.80%、30.70%、41.31%、10.97%、49.68%。

1-12 月，我省公路水路交通固定资产投资增量（同比 2020 年

1-12 月）排名全国第 4 位，仅次于云南、广西、河南。 

【乡村振兴专题】 

1.12 月中旬，蒋锋副厅长带队赴交通运输部积极汇报乡

村振兴年度工作成效，得到国家部委对我省乡村振兴工作的认

可和支持。12 月下旬，我厅积极配合省乡村振兴局做好迎接

好国家考核抽查相关工作。 

2.2021 年我厅乡村振兴各项工作全面完成，全省完成交

通固定资产投资 1046.1 亿元，为年度目标 808 亿元的 129%，

同比增长 43%，为全省稳投资、稳增长提供强力支撑，为乡村

振兴战略服好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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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