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杨红伟

11月7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湖南省庆祝
改革开放40年第七场新闻发布会。 省交通运
输厅发布了改革开放40年全省交通运输事业
发展成就。

1994年我省建成第一条高速公路，目前全
省119个县市区实现30分钟上高速； 全省港口
货物吞吐量由1978年的548.2万吨跃升到2017
年的2.92亿吨，增长了52.3倍……40年来，全省
交通运输系统抢抓机遇，围绕建设人民满意交
通，大力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深化交
通运输重点领域改革，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大局，交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今，湖南路网结构更趋优化，运输体系
日臻成熟，外联内畅、覆盖城乡、功能完善，出
行便捷的综合交通体系基本形成， 为建设富
饶美丽幸福新湖南提供了强力支撑。

� 1.公路水路建设突飞猛进 ，
交通基础设施跨越升级

1980年， 桃江县诞生湖南第一个货运专
业户；

1983年， 城步苗族自治县开出了湖南第
一辆个体大客车；

1984年，湖南运输市场全面开放，助推工
程机械产业迅猛发展；

1991年， 国道107湖南段改建竣工通车，
结束了湖南无高等级公路的历史；

1994年，长永高速建成通车，实现湖南高
速公路“零”的突破；

1999年，以湘、资、沅、澧四水下游和洞庭
湖区为重点的航道整治工程完工，湖南“两纵
一横”干线航道网基本成型……

40年来，湖南交通运输系统披荆斩棘、砥
砺奋进，大力完善交通运输网络，加快推进行
业转型升级，全力构建综合交通枢纽体系，实
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一穷二白”到全
面发展的华丽转变。

高速公路全国领先。 目前全省共有高速
公路44条， 打通出省通道25个， 通车里程达
6582公里，跻身全国前5位。全省除了石门、安
化、双牌3县，已有119个县市区实现30分钟上
高速。2018年底前， 随着马迹塘至安化高速、
G207零陵至双牌一级公路建成通车，安化、双
牌2县将实现30分钟上高速。

干线公路网络健全。截至2017年底，全省
建成干线公路3.1万公里，实现了100%县市区
通二级及以上公路，在提升路网综合效益、优
化产业布局、 推进城镇化建设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

农村公路精准到村。截至2017年底，全省
农村公路总里程达20.2万公里， 实现100%的
乡镇和具备条件的建制村通沥青（水泥）路，
乡镇通客车率达到100%，建制村通客车率达
到98.91%。

内河水运飞跃发展。全省水路可通航里程
达11968公里， 位居全国第三， 千吨级航道达
940公里，千吨级泊位达116个。港口货物吞吐
量由1978年的548.2万吨跃升到2017年的2.92
亿吨，增长了52.3倍，基本形成以长江为依托、
洞庭湖和湘资沅澧高等级航道为骨架、 岳阳港
长沙港为主枢纽的内河水运体系。

运输服务全面保障。截至2017年底，全省

共有汽车客运站23046个， 其中等级站1131
个、汽车货运站38个；客运班线13123条；营运
汽车、船舶、城市公交、出租车数量分别达到
34.27万辆、5495艘、2.7万辆、3.5万台，极大方
便了全省旅客出行和货物流通。

2.服务更广更优更安全，百姓
出行体验越来越好

40年来， 湖南交通运输系统创新交通运
输服务方式，提升交通运输服务品质，全省百
姓出行从“行路难”到“走得了”，再到“走得
好”，获得感和幸福感越来越强。

出行服务品质显著提升。开展高速公路服
务区“厕所革命”，深化路域环境整治，高速公
路服务水平实现了大提升；落实公共交通优先
发展战略，深入创建公交都市和推进“交通一
卡通”，开通运营两条地铁、一条城铁、一条中
低速磁浮，大力建设客运枢纽，不断满足人民
群众多样化出行需求；按照“一县一公司、公车
公营、系统规划、乡村全通、价格惠民”原则，大
力推动城乡客运一体化，有效解决农民群众出
行难、出行贵、出行不方便等问题。

交通运输结构持续优化。 充分发挥水运
交通运量大、能耗低的优势，大力推进大宗货
物运输“公转铁、公转水”,推进以洞庭湖为中
心，湘、资、沅、澧干流为重点的内河航道整
治。加快岳阳、长株潭、常德、衡阳等港口规模
化、专业化建设，扩展港口服务功能。

交通安全保障实现新突破。 创新开展
“隐患清零”专项行动，责任层层下压、隐患
动态销号，“两客一危” 车辆超速和疲劳驾
驶分别下降99.98%和99.96%； 建立覆盖全
省14个市州、816个重点渡口、28个港区泊
位的视频监控分级管理系统， 完成渡口渡
船标准化改造和锚地建设， 水上交通安全
基础条件有效改善；全面开展公路治超，不
断强化科技治超、联动治超，试点推广非现
场执法，治超综合效益显著。

贫困地区交通面貌明显改善。 全省交
通运输系统以51个贫困县为主战场， 深入
开展“四好农村路”建设，全面推进25户以
及100人以上的自然村通水泥（沥青）路建
设，大力实施“交通+特色产业”扶贫工程，
积极支持贫困地区建设旅游路、资源路、产
业路， 贫困地区交通运输条件得到了极大
改善。截至10月底，全省51个贫困县公路总
里程达 11万公里 ， 占全省公路总里程的
46.2%。 其中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2878公
里，相继建成怀通、张花、吉怀、吉茶、永吉、
武靖、张桑、炎汝等8条高速公路。

3. 体制机制改革持续深入，
交通运输迈向高质量发展

40年来， 湖南交通运输系统把改革作为

主要动力，纵深推进交通运输各项改革工作，
完善优化交通发展体制机制， 逐步建立起系
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运行机制和发
展体制，充分激发了行业发展活力和红利，推
动交通运输事业迈入高质量发展轨道。

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40年来，湖南公路
建设由过去单一的政府养路费投资， 向多元
化筹资、多主体投资方式转变。特别是“贷款
修路、收费还贷”政策，为公路建设大发展创
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同时，积极探索了“航
电结合、以电养航、滚动发展”这条内河水运
发展成功之路，让湘江水运蓬勃发展。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以削减收费项
目、推进网络办理、实施并联许可为重点着力
降成本；以消除断头路、实施窄路加宽、强化安
保设施为重点， 着力补齐交通基础设施短板。
以完善物流大通道、推进交通信息化、支持交
通新业态为重点，着力强服务。深化出租车和
网约车改革，行业发展活力进一步迸发释放。

深化“放管服”改革。制定权力清单、责任
清单，交通运输行政审批事项从45项精简到17
项，实现权力“大瘦身”、服务大提质；扎实推进
省直管县改革试点，赋权33项给试点县；严格
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减轻企业负担。推出
道路运输一站式公共服务平台，实现省市县三
级业务协同办公，营运车辆年审业务办理仅需
30秒，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多点突破创新行业管理改革。完善交通工
程招投标制度，大力推行电子招投标，有效防
范违规干预、围标串标等行为。充分发挥公路
建设管理体制改革试点省份示范引领作用，创
新实行“自管模式”，强化社会监理对质量安全
的监督，提升监理效能；开展设计施工总承包，
有效控制工程造价。开展建设项目从业人员履
约专项整治行动，对违约违规问题保持高压态
势，努力营造公平公正、诚信守约、风清气正的
交通建设环境。积极稳妥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
革，顺利完成政企分离改革和高速公路体制改
革。深化交通法治建设，推动颁布实施5个省级
法规， 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双随机一公开”抽
查机制全面落实，工程建设、运输服务等行业5
大重点领域信用体系建设稳步推进。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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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网络外联内畅
百姓出行更加便捷

湖南日报11月7日讯（记者 曹娴）大气污染问题
备受关注。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已向我省转办8批
群众信访举报件，目前880件信访件中涉及大气污染
方面的投诉最多，占34.8%。

梳理举报可见，大气污染类的环境问题，主要包
括餐饮油烟、养殖臭气、生产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气
和粉尘、道路扬尘以及垃圾站、餐厨废弃物等产生的
异味。如，群众反映长沙市开福区“刘记刀削面”等几家
夜宵店，长期在店外违法经营至凌晨两三点，气味刺
鼻； 长沙万科里梅溪郡小区附近一家垃圾处理站，垃
圾经常露天堆放，异味扰民；岳阳市岳阳楼区梅溪乡

延寿村、 岳阳楼区郭镇乡毛草铺有多家塑料颗粒厂，
回收废旧蛇皮袋加工成塑料颗粒，废气污染严重等。

业内专家表示， 大气污染类投诉较多与大气污
染源分布广泛有关，有固定源，也有移动源；有工业
污染排放，也有很多来自日常生活。目前进入秋冬季
节，受气候因素影响，大气污染物不易扩散，我省将
每年10月到次年3月定为大气污染防治的“特护期”。

环保公益组织“绿色潇湘”负责人孙成认为，经
过多年宣传科普，环境保护意识深入人心，尤其是大
气污染问题的表现相对较为显性， 人们很容易感知
到空气污染的存在。

各地积极处理信访投诉问题。如，11月2日，长沙市
望城区针对群众投诉“小菜一碟”饭店餐饮油烟扰民的
问题， 区城管局委托专业机构对饭店进行油烟排放检
测，检测结果达标，但油烟排放口未加装除异味装置，
离居民楼较近。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城管部门责令饭店
建立油烟净化设施的运行维护清洗制度并明确清洗维
护周期、建立清洗维护台账，保证净化设施正常运行；
加装活性炭吸附等除异味装置，达到“经油烟净化和除
异味处理后的油烟排放口与周边环境敏感目标的距离
应大于十米” 的标准。 目前区城管局正进一步跟踪办
理，督促饭店尽快消除对周边居民的影响。

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向我省转办的8批群众信访举报件中，涉及大气污染投诉占三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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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荨荨（上接1版②）
截至2017年底，全省已建成高速公路44条，打通出省通道25个，通车里

程达6582公里，跻身全国前5位。建成干线公路3.1万公里，实现了100%县市
区通二级及以上公路。全省农村公路总里程达20.2万公里，实现100%的乡
镇和具备条件的建制村通沥青（水泥）路，乡镇通客车率达到100%，建制村
通客车率达到98.91%。全省水路可通航里程达11968公里，位居全国第三。
港口货物吞吐量由1978年的548.2万吨跃升到2017年的2.92亿吨， 增长了
52.3倍。全省共有汽车客运站23046个，客运班线13123条；营运汽车、船舶、
城市公交、出租车数量分别达到34.27万辆、5495艘、2.7万辆、3.5万台。

要闻

� � � � �荨荨（上接1版③）
时间悄然流逝，日夜交替变换，但我们情怀不变：以人民为中心，把人

民群众创造的鲜活经验报道出来， 把基层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推介出去，
把老百姓的所思所想所盼反映上去。你所看到的《为了人民》，是我们奔向
田间地头、走到传奇身边，发现负重前行的力量，讲述感动人心的故事，将
你心里的“疑问号”变成“惊叹号”，把那原本的“不可能”变成“有道理”。

当你打开新湖南客户端，必会感慨从一纸风华到一网情深，再到一屏
之间的无穷天地，定能看到我们忙碌于融媒厨房，烹饪热气腾腾的各式佳
肴；无论是《寸土寸金地 让与贫困户》，还是《湖湘英烈》，抑或《十八洞的19
张笑脸》，都映射着我们壮大主流舆论阵地时“走在前列”的不停脚步。

每逢大事 ，必有 “晨风 ”拂面 。当你关心买房时的难 、网络空间的
“乱”、基础设施建设的“病”，面对稳中有变的“慌”等，《湖南日报》刚健清
新的“晨风”文章便能如约而至，对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进行理性梳理，对
关切的热点提供科学引导，对可行的措施给予积极建言。

40年时代巨变，40载波澜壮阔，我们致敬探路者的筚路蓝缕，赓续改
革者的胸襟肝胆，记录三湘四水的风雷激荡，留住湖湘人民的奋斗历程。
而发展成就带来的无限感怀，都得以流淌于文字、声音、光影所传递的温
暖中，如同奔流不息的大江大川，送去希冀，留下期待。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回首过往，我们一起仰望星空，一起脚踏实
地；面向未来，我们谨记习近平总书记“做业务精湛的新闻工作者”的殷
切嘱托，自觉担负好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
务，用双脚丈量大地，用双眼观察时势，用头脑萃取精华，用笔墨抒写时
代，永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
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

� � � � �荨荨（上接1版①）
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指示精

神。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重要论述，按照胡春华副总理在湖南考察时的要求，进一步明确乡村振
兴战略目标，苦干实干、久久为功，奋力谱写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会议原则同意《中国（长沙）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实施方案》。会
议指出，加快发展跨境电子商务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进博会上重要讲
话精神的实际行动，要主动作为，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不断完善政策
体系， 着眼创建具有湖南特色长沙特点的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带
动全省跨境电子商务等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发展。

会议原则同意《湖南省交易场所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会议指出，要
坚持问题导向、严肃整改，化解存量、严控增量，分类处置、强化监管，落
实责任、守住底线，建立健全风险防范、预警和处置机制，坚决守住不发
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和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底线。

会议原则同意《关于加快推进广播电视村村通向户户通升级工作的
实施意见》。会议指出，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立足解决城乡发展不
平衡问题，加快基础能力建设，因地、因户制宜推进数字广播电视入户接
收；提升保障服务水平，打造一批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节目品牌；建立
长效运行机制，逐步形成“县级及以上有机构管理、乡镇有网点支撑、村
组有专人负责、用户合理负担”的运行维护体系，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收听
收看广播电视节目需求。

时光里，新闻的力量奔流不息

空气清新百姓最期待

湖南日报11月7日讯（通讯员 黄道兵 记者 曹
娴）记者今天从常德市环保局了解到，因对湖南楚天
钡业有限公司日常监管不到位，11月4日，石门县太
平镇分管企业的班子成员、镇企业站长、环保站长、
林业站长和茶园村村主任被诫勉谈话。 这是中央生
态环保督察“回头看”在我省开展以来，常德市首个
问责案例。

11月1日， 石门县接到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转
办的信访件，称“楚天钡业有限公司在当地开采重晶
石，占用百姓土地，毁坏树木，24小时生产，扬尘、噪
音扰民，其废土倒入直通洞庭湖的河流，且该企业存
在安全隐患。”

接件后，县相关部门迅速进行现场核查。楚天钡
业位于该县太平镇茶园村， 配套一个矿山企业———
太平重晶石矿。 经调查核实， 该公司办理了相关证
照。国土资源部门例行巡查显示，该公司无超深越界
开采行为，属合法开采；因安全问题，该矿已被责令
于今年6月14日起停止井下一切生产活动； 公司拟

新建的办公楼用地位置少量超出用地审批红线，今
年3月初已停工；公司加工区有废土堆积，已越过林
地征用红线；场区露天堆放的原矿和建筑砂石较多，
没有配套完善防扬尘措施。此外，检查人员发现，茶
园村在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 在施工河道内存放了
约40立方米的垫（泥）土，未及时清理。

针对核查发现的问题， 各相关部门当即对该公
司下达《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等文书，责令其
迅速整改。

据了解，目前该公司已完成废土清运，对超越征
用红线的林地进行复绿； 所有露天堆放的原矿及建
筑砂石，用抑尘网进行覆盖；太平镇政府对震感强烈
的3栋（4户）房屋进行搬迁，现已有2栋（3户）签订搬
迁协议；河道垫（泥）土便道清理完毕；该矿已聘请专
业机构开展全面的矿山安全体检。

石门县生环委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对该公司采矿
行为的监督管理，督促加强整改，待隐患整改验收合
格后企业才能恢复井下生产。

湖南日报11月7日讯 (见习记者 蒋茜 通讯员
欧阳友忠 骆力军 张旭)11月7日， 记者在宁远县福
嘉综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看到， 厂房内外干净整
洁，原料及固废存贮地管理严格，超期贮存的污酸
渣已全部转移处置。

去年9月，中央第六环保督察组向湖南省反馈
督察意见： 永州福嘉综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产
生的2625.7吨污酸渣存在超期贮存的问题。 面对
这一情况，宁远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
多次向省环保厅汇报，并组织相关单位认真整改。
考虑到企业确实存在资金困难的问题， 县财政先

行垫付处置费800万元用于整改。 随即， 县环保
局、 福嘉公司与有危废处置资质的湖南衡兴环保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常宁现代固废处置有限公司
签订处置合同， 今年3月28日， 正式启动转移程
序。

经过宁远县环保局、福嘉公司、衡兴公司和常
宁现代公司40余天的努力，福嘉公司贮存的2625.7
吨危险废物于4月23日完成转移处置， 比规定时间
提前了7天。同时，该县环保局还在全县范围内开展
危险废物专项整治，立案查处企业3家，责令整改企
业6家。

宁远完成2600余吨危险废物转移处置任务

矿企监管不到位 石门5人被问责
楚天钡业抓紧整改废土无序堆放、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

“举一反三，
狠抓整改”

———麻阳立行立改环保问题见闻
湖南日报记者 黄巍 通讯员 曹芹

11月6日下午， 在麻阳苗族自治县高村镇陶伊
村5标段砂石转运场， 记者看到麻阳水利部门的工
作人员正在清理现场，停靠码头的两艘运砂船已经
切割好，场区内堆存的卵石已全部清运。

“这是麻阳边督边改、举一反三、立行立改环保
问题的一个实例。从2017年开始，我们对锦江河下
游采砂问题进行集中整治， 共切割12艘采砂船、32
艘运砂船和6组吊塔。” 县水利局副局长张亚军说，
目前，锦江河段河道5、6标段，两个砂石加工厂地全
面实现“两断三清”。

县环保局局长李荣奎介绍，10月31日， 麻阳收
到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1件环保督
察件，有群众反映在高村镇陶伊村有砍树挖砂破坏
生态环境的情况。

接到环保督察交办件后，该县分管副县长立即
带领县水利、林业、国土等部门组成的督办小组前
往现场进行处置。经查，该举报件在2015年就已处
理。原是该村3位村民合伙在锦江河采砂，县水政监
察大队在巡查中发现该起违法挖砂案件后，责令其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及时进行调查处理，其后也
未发现再有开采行为。

但现场发现， 原锦江河道关停的5、6标段还遗
留2个砂堆，以及因枯水期无法上岸的两艘运砂船。
水利部门立即组织人员对运砂船进行切割， 仅用3
天时间就处置到位。

李荣奎介绍，环保攻坚战以来，县委、县政府进
一步推动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 一岗双
责”，形成党委政府负总责、环保部门协调监督、相
关部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对环保问题始终保持
高压态势，做到早发现，早处置，整改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