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浏阳高坪镇工人正在维护双江大桥。
毛子泰 摄

护好：�“四化”机制促提
质增效，养护质量全面提升

公路基础在建，关键在养。 长沙农村公
路管养里程超过 1.3万公里，如何完成大规
模的养护任务、建立长效的养护管理机制？
乡镇（街道）、行政村均设立了农村公路养
护机构，充分发动群众共同参与。 镇村采取
属地管理、专人负责、分片包干和公司承包
等方式，进行公路的日常养护管理。 这是长
沙市望城区的农村公路养护“大招”。

该区目前已连续 6 年获得长沙市农村
公路养护绩效考核一等奖， 全区农村公路
列养率达到了 100%，2017 年经 PQI 体系
自查， 望城区农村公路综合优良率达
85.3%，公路路况得到全面提升。

望城区的探索，是长沙市创新公路“四
化”养护机制的一个写照。

———推进规范化养护
将养护工作纳入规范化轨道，探索形成

“六步走”的养护机制，即明确管理养护工作
目标，签订管养工作目标责任书，实施第三
方专项检测，科学编制年度养护计划，合理
安排养护工程，实行工程综合验收。同时，加
强农村公路日常性养护，在汛期前等重要时
间节点进行重点排查养护，有效保障农村公
路路况技术水平。

———落实常态化投入
全面建立以公共财政投入为主的农村

公路养护资金保障机制，市财政按省补资金
的标准 1:1 配套市级养护资金，各县（市）区
均按同比或超过市补标准配套了养护资金。
2017 年， 长沙市共投入养护资金 1.28 亿
元，其中省投入 3584 万元、市投入 3584 万
元、县（市）区投入 5695万元。

特别是长沙县， 财政平均每年拿出
2500万元，将摸排统计的 5760公里农村公
路（纳入省统计年报的为 2393 公里）全部
纳入管养范围，真正做到了有路必养。

———开展标准化养护
按照“因地制宜、经济实用、绿色环保、

安全耐久”的原则，健全完善了符合本地区
特点的农村公路养护技术标准及规范。长沙
市举办农村公路路况快速检评系统等培训
班，提升了管养负责人的业务水平。同时，修
订了《农村公路养护管理考核细则》《农村公
路养护工程管理办法》《农村公路文明示范
路创建实施意见》等制度，不断提升养护技
术水平。

———推进市场化改革
长沙市平稳有序推进农村公路养护市

场化改革，积极实行管养分离，通过政府购
买服务的方式实现公路养护市场化，培育了
一批符合本地养护实际的养护企业。

该市对农村公路大中修工程，推行专业
化养护模式， 采用招标与委托相结合等方
式，选择符合资质要求的养护队伍，实行合
同管理制和施工监理制。

对农村公路小修保养，则推行群众性养
护模式，积极构建“群众性养护”体系，采用
定额管理、计量支付等方式，择优委托承包
人实施。

管好：�全域实施“路长
制”，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路面破损及时修补，坏了的护栏及
时更新，交通事故多发地段装上安全标
识……在浏阳市，每一条公路都有专人
负责，路面干净整洁，路旁风景秀美。

2016 年开始， 浏阳率先在国省干
线公路探索实施由政府主导的“路长
制” ， 强化政府对公路管理的主体责
任，将公路管养由单一的部门管理变为
由“路长”负责的综合管理。“明确了路
长、分路长及相关部门在公路日常保养
服务、路域环境整治、应急抢险保通、安
全隐患排查、打造公路景观等方面的责
任，产生了实实在在的效果，社会影响
进一步提高， 路域环境进一步优化，应
急处突进一步提速，浏阳公路旧貌换新
颜。”浏阳市交通运输局负责人介绍，近
两年来，浏阳“路长制”工作在抓落实、
见实效上下功夫，实行全域“路长制”，
浏阳公路由“清洁干净”向“清新秀美”
提升，有力服务了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
发展大局。

“路长制”的诸多优越性，使其问世
不久便得以迅速在长沙全面推广铺开，
将公路管护由原来的单纯行业行为转

变为县乡村三级政府、村民和行业管理
机构多方共同负责的公益行为。这成为
长沙创新农村公路管理机制的一大特
色和成果。

长沙全面铺开的“路长制”基本模式
为：县领导挂帅任路长，乡镇人民政府、
村委会落实必要的管养人员和经费，建
立爱路护路的乡规民约， 路段管理人员
在路长的统一领导下， 对责任路段的公
路（含隧道、桥梁）、附属设施、路容路貌、
交通秩序、 绿化和环境卫生等实施全面
综合管理，路政、交警全力配合乡镇做好
路政设施完善、交通事故处理。

“‘路长制’实施两年来，全市国省
干线和农村公路路容、路貌得到了极大
改善、公路技术状况评为优良的路段稳
步提升、交通事故明显减少、客、货车通
行能力显著提高。 ”长沙市交通运输局
副局长陈湘表示。

如今，一个“统一领导、分级管理、
以县为主、乡村尽责”的管养工作运行
机制和责任体系已经在长沙建立。按照
这一创新机制，明确县、乡、村分别作为
县道、乡道、村道的管理责任主体，各司
其职，相互配合，着力实现有路必养。

各县（市）区政府纷纷主动承担起
农村公路养护管理的主体责任，并出台
了一系列制度保障管养效果。

“让公路更安全、群众出行更放心……浏阳
交通部门的做法，值得全国范围内交通运输系统
学习。 ”6月 9日，交通运输部调研组一行在浏阳
市调研检查 G106 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及“路长
制”实施情况时，现场给予充分肯定。

作为湖南省国省干线公路生命安全防护工
程的示范工程，G106 线浏阳段公路安全生命防
护工程通过重点对临崖邻水、急弯陡坡、视距不
良、连续弯道等问题进行综合处置，消灭了路段
风险，提高了通行速度、运行质量和效率。

这可谓长沙市近年打造“四好农村路”的一
个缩影。

近年来，长沙市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建
好、管好、护好、运营好”农村公路的指示精神，将
“四好农村路”建设从“会战式”建设向集中攻坚
转变， 从注重连通向提升质量安全水平转变，从
以建设为主向建管养运协调发展转变，从适应发
展向引领发展转变，成功探索出了一系列适应经
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长
沙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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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好：�“出门走油路，
抬脚上公交”，营运能力全面提
升

6 月 11 日，继 2016 年开通第一批镇
域公交后，长沙县第二批镇域公交上线营
运。 该县针对特殊道路通行条件受限的情
况，创新机制，量身定制小型化公交车，满
足城乡覆盖的目标。 崭新的 15 台双门环
保公交车格外亮眼。 这批车车身长 5.98
米、车宽 2米，额定载客 17人。 至此，该县
安沙、开慧、金井、春华、北山、高桥、果园、
黄花 8个乡镇均已开通镇域公交。

“出门走油路，抬脚上公交”，在长沙
县农村，这样的“梦想”已变成现实。 便利
的城乡公交网络， 满足了全县 90 余万城
乡居民的出行需求。

近 4年来， 长沙县财政共投入 2.4 亿
元用于城乡公交营运补贴 、城乡公交试点
线路补贴、车辆购置补贴、延时延线补贴以
及公交 IC卡优惠补贴，在全省率先实现了
行政村 100%通公交的目标和市县同步的
公交优惠政策，公交年客运量达 7500万人
次，公路年客运量达 172万人次。

同时，长沙县推进“公交都市”创建，
加快新能源公交车推广应用，目前新能源
公交车辆共有 934 台，占全县营运公交车
辆总数（1034 台）的 90%。 这也得益于长
沙市自 2012 年起创建国家“公交都市”的
系列作为：市政府对城乡公交的发展出台
了一系列税费优惠政策和财政补贴政策，
制订了城乡客运一体化规划，积极推进公
交都市化建设。

长沙市支持长沙县开展“城乡公交一
体化”试点，长沙县在全省率先以 PPP 模
式组建公交集团推行城乡公交一体化，分
批对全县 485 台农村客运车辆进行了“公
车公营”改造，开通了 30 条城乡公交线路
和一条红色旅游公交专线，构建了市县对
接公交、县城城市公交、县域城乡公交、乡

镇循环公交四级公交网络， 县内主干道和
所有镇（街）全面实现通公交。

长沙市以城乡一体为导向， 全面提升
公路营运能力。 该市因地制宜推进农村客
运班车与公交车合理搭配，优化组合，在城
镇化水平较高的乡镇、人口相对比较集中、
客流比较大的线路，实行公交化改造。

同时，及时跟进农村客运站点建设，出
台了对农村物流站场的支持政策， 组织编
制了农村物流三级网络节点体系发展规
划， 充分发挥农村公路对农村物流发展的
基础性效应。

全面提升公路营运能力， 部门联动也
很关键。 长沙市交通运输部门积极配合教
育、交警等部门，加强校车线路安保、农村
班车线路以及农村客运站点建设及运行保
障， 并组织市交通行政执法局加大对非法
运营车辆的查处力度。这样，在建好农村公
路的基础上，确保农村公路正常运营，充分
发挥了农村公路服务作用。

建好： “政府投料、 群众投
工” ，建设标准全面提升

走在新建的水泥路上，宁乡市望北峰村村支
书邹爽英心里乐开了花。 她说，得益于“政府投
料，群众投工”的农村公路建设模式，去年望北峰
村完成农村公路双投项目建设 3.271 公里，老冲
组村民走上了水泥路，再也不用“雨天一身泥、晴
天一身灰”。

按照“政府投料、群众投工”模式，群众改造
的路基必经县质监站验收合格，县公路管理站统
一采购商品混凝土进行道路硬化。这使得路基压
实度、混凝土厚度、混凝土强度指标均能达到合
格标准，一次性竣（交）工验收合格率达到 100%，
优良率达 80%以上。

“一是保障了公路的质量；二是降低了修路成
本；三是基本不增加村级负债。从而得到了社会和
群众广泛认可。 ” 宁乡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
说，2017年该市全年投入资金两亿元， 分三批实
施 314公里， 目前已全部完工。 今年省厅下达的
“宁乡市自然村通水泥（沥青）路 557 公里的建设
任务”宁乡市配套资金拟按“双投模式”供料。

“双投模式”是长沙市农村公路建设的亮点
之一。

在长沙县，则建立了地方政府、工程监理、交
通部门、 村民自主质监小组的四级质量监控体
系，强化政府监督的同时注重发挥群众监督的作
用。村民自主质监小组作为施工质量监管的独立
一方，拥有一票否决权，未经村民自主质监小组
初验合格，不予拨付补助资金。

长沙市按照“谋划一批、预备一批、开工一
批”的思路，督促各县（市）区加快前期手续办理
和路基改造工作，为争取省计划下达和后期实施
打好基础。同时，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实行项
目法人制、招投标制、合同管理制和工程监理制，
使用财政补助资金的农村公路建设项目都严格
实行“七公开”制度。

每年 4 月左右， 长沙市交通运输部门根据
《长沙市农村公路建设工作考核办法》，对上年度
市规农村公路建设项目进行抽查验收，确保项目
顺利推进。

2016—2017年， 长沙市共投入近 20 亿元，
新改建农村公路 2523 公里， 建设里程超出省下
达计划的 417%。 其中提质改造 700 公里，建设
精准扶贫道路 576 公里，实施安保工程 1200 公
里，新改建、维修加固桥梁 200余座。

“这些工程，改善了广大人民的出行环境，为
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提供更好的保障，消除了交
通安全隐患，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
的交通支撑。 ”长沙市交通运输局党委书记、局长
胡岳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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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沙 县
影珠山公路。

浏阳路政工作人员正在检查车辆。
毛子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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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阳永安镇平坦的乡村公路。 毛子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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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城东城中心小学学生在交通劝导员
的带领下有序过马路。 龚文 摄

长沙县村民自主质监小组成员
在监督乡村公路施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