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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交通运输综合规划 

工 作 简 报 
2022 年第 4 期（总第 23 期） 

湖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编 2022 年 4 月 30 日 

【综合发展规划】 

1.毛伟明省长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湘江中下游重要港

口发展工作。 

4 月 24 日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

府专题会议，研究湘江中下游重要港口发展工作。陈飞副省

长，省政府办公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发改委、长沙市政府、

省湘水集团等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听取了我厅关

于湘江长沙以下重要港口发展情况的汇报，各相关单位进行

了发言。伟明省长对汇报成果和我厅所做的工作给予高度评

价，并就湘江中下游重要港口发展做出了重要指示。 

2.陈飞副省长主持召开省水运发展联席会议协调机制第

一次会议。 

4 月 20 日下午，陈飞副省长主持召开省水运发展联席会

议协调机制第一次会议，研究当前“十四五”水运项目前期

工作推进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措施，并明确省直相关单位和市

州政府主要职责和具体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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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亮点工作】 

落实伟明省长指示，全力推进市州物流发展研究。 

3 月 18 日，伟明省长在交通运输与物流融合发展专题会

上要求“进一步做好各市州物流流量、流向及定位研究”，

我厅高度重视、快速响应，3月 31 日下发通知，要求 14 个市

州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向当地政府做好汇报，会同发改、工信、

商务、统计等部门迅速开展本地物流流量、流向研究，全面

收集重点生产企业、物流企业交通物流情况。4月初以来，厅

组织三个工作专班密切与市州对接，按照蒋锋副厅长“分析

研究、内业整理、实地调研三同时”要求，同步开展数据分

析与报告撰写工作。 

此项工作，得到市州政府和相关部门大力支持，各地克

服时间短、任务重、受疫情影响等困难，4 月 10日，市州所

有资料基本收集完成；4 月 20日，工作专班完成市州物流研

究报告初稿；21-27 日，我处组织集中讨论、反复修改；4月

28-29日，蒋锋副厅长组织专题研究，进一步修改完善。目前

《市州物流发展情况报告》成果基本形成，争取 5 月尽快报

伟明省长审议。 

【投资计划考核】 

“以奖代补”考核数据填报、审核工作科学有序推进。

一是顺利完成一季度考核数据报部工作。根据交通运输部和

财政部对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以奖代补”考核数据报送要

求，我厅组织相关技术单位按照“三个一致”要求对市县填

报的项目进度数据和财政投入数据进行认真审核，并通过“以

奖代补”系统平台按时顺利完成数据报部工作。二是积极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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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业务培训、审核要点宣贯工作。4 月 20日，我厅以视频会

议形式对市州交通运输部门进行“以奖代补”业务培训，认

真总结了前阶段“以奖代补”考核支撑数据填报经验教训，

深入分析了前阶段存在的问题、现场演示了系统操作，再次

强调了“三个一致”要求。三是组织实现交通部门按“谁管

理谁负责”的原则，“三个一致”和业务报表制度的数据要

求填报 4 月份项目进度数据。 

【高速公路前期】 

1.4 月份高速公路项目前期工作进展情况。 

（1）京港澳高速耒宜扩容工程。2022 年 3 月 15 日已取

得省发改委工可批复，初步设计已上报交通运输部审查。 

（2）沪昆高速金鱼石至醴陵扩容工程。2022 年 2 月 11

日工可已取得省发改委批复；初步设计已上报交通运输部审查。 

（3）桂东至新田高速桂阳至新田段。工可报告已编制完

成并报省发改委，发改委已完成审查；用地预审资料已报送省

自然资源厅；初步设计已完成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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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已报省自然资源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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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厅已对项目工可方案进行了初审。 

2.5 月份前期工作目标计划。 

（1）紧盯自然资源厅，加快用地预审进度，将江杉高速

机场中轴大道互通、桂阳至新田高速用地预审资料上报自然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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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部。 

（2）紧盯交通运输部，力争 5 月份召开金醴、耒宜初步

设计审查会。 

【普通国省道前期】 

S306 永顺县塔卧至永顺县城公路 TXSJ02 标段勘察设计

重新挂网招标。 

S306 永顺县塔卧至永顺县城公路是我省旅游公路省级示

范项目，TXSJ02标段勘察设计（重新招标）已于 4 月 18 日完

成开、评标活动，并于 4 月 19 日发布中标候选人公示，公示

期间无异议与投诉，现已报送省厅进行招标投标结果备案。 

【水运建设前期】 

1.4 月份水运建设项目前期工作进展情况 

（1）省管水运项目 

——湘江永州至衡阳三级航道建设三期工程。省林业局

于 4月 15日组织专家对工程涉及的湿地公园进行了现场踏勘，

现正在加紧开展用地范围核实及湿地占补平衡工作；省发改

委于 4 月 22 日组织专家进行现场踏勘，预计 5月上旬召开工

可审查会议；用地预审及选址报告已完成县、市两级审查，

并于 4 月 25 日报送省自然资源厅。 

——沅水洪江至辰溪航道建设工程。工可报告及相关前

置审批要件已报送省发改委，预计 5 月上旬可批复工可；初

步设计已基本编制完成。 

——沅水金紫至洪江四级航道建设工程。工可已通过厅

内审会审查，正在开展用地预审及选址、环评等专项报告编

制工作，力争今年底批复工可；初步设计文件正加紧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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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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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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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项目工可报告已基本编制完成，已召开工可

报告专家技术咨询会议确定方案，预计5月可提交厅内审查；

已启动用地预审及选址等专项报告招标工作。 

——沅水鱼潭航电枢纽工程、资水益阳（桃花江）航电

枢纽工程、舞水怀化二水厂至黔城段四级航道工程。三个项

目已启动工可报告招标文件编制工作，预计 5 月进行招标挂

网。 

——湘桂运河专项研究。湖南、广西段基础资料已全部

收集完成，基本形成相关研究成果，第三方咨询审查工作已

启动，预计 5 月专题四、专题六报部联合评审，专题三、专

题五完成厅内审查。 

（2）市县水运项目 

——地方航道项目。力争年内开工建设项目 4个，其中：

怀化市溆水溆浦县城至银珍电站航运工程初设已批复，现正

抓紧推进开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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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抓紧开展工可报告编

制工作；涔天河库区航运建设工程目前正进行施工招投标工

作。 

——地方港口项目。力争年内开工建设项目 6个，其中：

株洲港大唐华银配套码头工程项目已获省发改委核准；岳阳

湘阴虞公港一期工程工可已完成评审；德山港区台兴油库配

套码头工程初步设计已批复；衡阳港白沙洲港区文家坪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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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一期工程、益阳港清水潭千吨级码头二期工程、益阳石油

分公司益阳油库码头工程正在抓紧开展工可研究。 

（3）“一市一港”市州总体规划编制 

各市州港口总体规划编制工作进度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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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评审，待批复 

长沙港 已报交通部，待审 怀化港 正在编制 

常德港 已报交通部，待审 娄底港 正在编制 

株洲港 已批复 郴州港 已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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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月工作计划 

坚决落实陈飞副省长在省水运发展联席会议上的指示精

神，加快开展省管航道项目前期工作，督促市县加紧推进地

方航道、港口项目进度及港口总体规划编制工作。 

（1）加快推进省管航道项目前期工作。紧密衔接自然资

源部门，尽快完成永衡三期项目用地预审及选址工作；紧盯

省发改委，争取沅水洪辰项目尽快批复工可；加快开展沅水

金紫至洪江项目专项报告编制。 

（2）督促市县按照《关于下达公路站场、水运建设项目

前期工作目标任务及 2022年度工作计划的通知》要求，加快

推进地方航道、港口项目进度。 

（3）督促市州按“一市一港”和《高质量推进水运项目

建设工作方案》要求，加快推进辖区内港口总规编制和报批

工作，督促张家界市实质性推进港口规划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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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招商引资】 

1.高速公路招商引资。一是耒宜扩容、零道高速、阳新

高速。省政府已批复耒宜扩容特许经营合同，正在准备签订

投资协议相关履约保函；零道项目公司正在准备签订特许经

营协议相关履约保函等；阳新高速投资协议已签订，项目公

司已成立并已提交建设期履约保函，待提交共管资本金后即

可签订特许经营协议。二是金醴扩容。原运营主体醴潭公司

已完成既有路段补偿评估，我厅已组织召开专家评审，醴潭

公司正在向省国资委进行备案，备案完成后实施方案即可上

报省政府。三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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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案省政府已批复，招

标文件专家审查已完成，正在修改完善招标文件。四是拟推

进G4京港澳高速长沙广福至株洲王拾万段扩容工程与其他省

级高速公路项目打捆招商，进行市场测试。 

2.水上项目招商引资。进一步细化实化多个筹资测算方

案供厅领导参考，并与省湘水集团进行初步沟通，了解其需

求、意见以及出资额度，修改完善《水运项目投资建设管理

协议》。 

3.经营性项目投资人招标范本修订工作。已完成厅相关

处室所提意见的梳理，拟于近期组织有关单位对梳理意见进

行研究，结合采纳情况完成第一轮修改。 

【交通行业统计】 

全省 1～4 月交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 267.56 亿元，

为去年同期（149.32亿元）的179.19%，占年度总目标（1000.72

亿元）的 26.74%。4 月份全省交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9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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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占年度总（1000.72亿元）目标的 9.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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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1 亿元、14.58 亿元、17.49 亿元、7.96

亿元、3.47亿元、0.04 亿元。 

【乡村振兴专题】 

省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2022年第一次全体会议。

4 月 28 日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伟主持召

开省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 2022 年第一次全体会议，

会议通报了国家2021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考核评估情况，并审议了《2021 年度中央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方

案》和《关于支持十五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跨越发展的意

见》。我厅将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加大对乡村振兴重点

帮扶县的支持。 

【“以奖代补”系统建设和应用】 

4 月份以来，我厅多次研究调度推进“以奖代补”系统建

设和应用工作。一是初拟了项目推进任务表，明确工作时间

节点和责任人。二是加快推进项目立项审批。已完成工可报

告编制单位采购，工可报告修改完毕，厅信息中心已报厅审

批。三是商省财政厅经建处认真组织考核数据填报工作，完

成 2021 年度考核数据报部确认工作以及 2022 年一季度数据

报送工作。四是研究协调交通建设项目与财政投入关联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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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