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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龚国清

10月9日， 交通运输部确定在湖南等13
个区域开展首批交通强国建设试点，这标志
着我国迈出了建设交通强国的关键性步伐。

交通强国建设试点扮演着先试先行的
“试验田”角色，湖南为何能入选？又将如何
开展试点建设？

10月22日，省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人接
受湖南日报记者专访，对此作出解读。

抢抓交通基础设施、装备技术、
运输服务等发展机遇
形成可示范可推广的湖南经验

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近期印发的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到 2035年，基本
建成交通强国。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
人民满意、保障有力、世界前列的交通强
国。

省交通运输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赵
平介绍，建设交通强国是党中央、国务院
立足国情、着眼全局、面向未来作出的重
大战略部署， 既是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
提供高质量交通服务的内在要求， 也是
新时代交通运输工作者的重要使命和艰
巨任务。

“我国从交通大国迈向交通强国，意
味着交通基础设施升级、 交通装备技术
创新、 运输服务精细运营等领域将迎来
广阔发展机遇。”赵平说，省第十一次党
代会提出加快构建综合交通枢纽体系，
湖南必须抢抓国家重大战略机遇， 更好
地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为加快实
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提供交通支撑
保障。

10月9日， 交通运输部启动交通强国建
设试点，并向湖南省等13家第一批试点单位
授牌。

“这是湖南交通运输发展迎来的重
大机遇， 也是湖南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抓手。”赵平介绍，通过开展试点，可大
胆创新、积极探索，形成可示范可推广的
湖南经验。

“一带一部”区位优势明显，
交通运输服务能力提升

开展建设试点有责任有优势
有基础

湖南何以入选？
“湖南有责任、有优势、有基础先行先

试。”赵平认为，湖南主动作为、积极争取，开
展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可谓水到渠成。

湖南拥有“一带一部”区位优势，是承担
“中部畅、全国畅”重任的重要交通节点。开
展试点将为湖南融入“一带一路”，对接长江
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提供强有力
支撑。

省委、省政府大力支持交通先行，湖南
交通瓶颈逐步破除，综合交通枢纽体系基本
形成，有效发挥了交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
撑和引领作用，为交通强国建设试点提供了
充分保障。

目前， 湖南公路总里程已达24万公
里，位居全国第六 。其中，高速公路通车
里程达6725公里，居全国第四位，形成了

“五纵七横”高速公路网 。全省除石门县
外，已有121个县市区可半小时上高速公
路。

全省通航里程达1.2万公里，居全国第三。
岳阳港、长沙港发展为全国内河主要港口，其
中岳阳港跻身全国内河亿吨大港行列。

全省8个干支线机场， 开通了57条国际
和地区直飞航线，可直达洛杉矶、法兰克福、
悉尼、墨尔本、莫斯科、伦敦、内罗毕等22个
国家和地区。

我国东西和南北方向两条最长铁
路———沪昆高铁与京广高铁在长沙交会，
长沙跃升为中部交通黄金枢纽。截至2018
年底， 全省高铁营运里程达1730公里，排
名全国第四位。随着黔张常铁路、常益长
高铁、张吉怀铁路按进度推进，湖南正加
快实现“市市通高铁”。

如今，长沙列入我国内陆主要货源地节
点、主要铁路枢纽节点“双节点”城市，衡阳
等5市入选国家物流枢纽布局和建设规划，
长沙“四小时航空经济圈”加快构建，湘欧快
线双向常态化运行……湖南的交通运输服

务能力稳步提升。
这两年，湖南在5G智能网联汽车、智慧

交通等交通新兴领域抢先布局，在全国走在
了前列，为开展交通强国建设试点打下了坚
实基础。

在城乡客运一体化等4大领域
先行先试

以试点推动交通重点领域
完善升级

按交通运输部统一部署，试点区域将围
绕《交通强国建设纲要》，结合本地实践，抓
紧完善试点实施方案。

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处长苏清贵
介绍：“我省将以试点为契机，力争在城乡客
运一体化、‘两客’ 车辆智能监管平台建设、
全域旅游生态景观路建设、湘赣边区域合作
示范区综合交通运输发展4大领域先行先
试，探路突破。”

下一步，湖南将结合交通运输“十四五”
发展规划，着重加强试点领域的要素保障。

“农村客运是全国交通运输发展的短
板，湖南已在这个领域进行了有益探索。”苏
清贵介绍，我省自2018年起开展了城乡客运
一体化试点， 评选了第一批8个城乡客运一
体化示范创建县，创建期为两年。今年底前，
我省将启动第二批示范创建县评选，力争为
全国提供城乡客运发展模式的成功经验和
示范案例。

开展“两客”车辆智能监管平台建设，主
要是通过“智慧交通”技术手段，督促道路运
输企业认真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主动、
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行车安全。

目前，全省所有A级以上景区和国家级风
景名胜区与外界衔接的“最后一公里”已经打
通。按“十四五”规划，我省将继续深化交通与
旅游融合发展， 重点建设一批需求带动大、经
济社会效益明显的精品旅游线路、 红色旅游
路、省际旅游连通路、特色产业路资源路等。

“十四五”期间，湘赣两省将合力推进湘
赣边区域综合交通运输发展，探索创新革命
老区交通发展新模式，构建“快进慢游”红色
旅游交通网络， 实现省际区域重要节点城
市、旅游目的地与交通干线的互联互通。

湖南日报10月22日讯（记者 王文 通讯员
戴奇）今天下午，长沙市水业集团对浏阳经开区
内株树桥原水引水管一段管线进行迁改施工，
以配合长沙市重点工程项目惠科股份第8.6代超
高清新型显示器件生产线项目建设。 预计整个
迁改施工将在10月24日12时前完成。 受引水管
线迁改影响，株树桥原水引水管线将全部停产。

9月27日开工建设的第8.6代超高清新型显
示器件生产线项目是浏阳经开区今年引进的重
大产业项目， 该项目总投资320亿元，是
国内首条大尺寸OLED生产线， 也是惠
科股份有限公司在全国布局的第4个面
板生产基地。在该项目建设用地上，有约
2公里长的株树桥原水引水管线，影响项
目施工。为配合该项目建设，长沙市决定
对株树桥引水管线进行迁改施工。

负责引水管线迁改施工的长沙
水业集团成立了专门项目部， 并于9
月29日进场施工。此次迁改工程工期
短，迁改接驳管线管径大，管道铺设

地基情况复杂，综合施工难度大。150名施工
人员克服困难，经过20多天努力，目前主管
道完成了铺设安装、试压，进入最后一个施工
环节———与原管线进行接驳。

为配合引水管线迁改， 今天上午10时，
株树桥原水引水管线全部停产， 排空管道对
原水管实施断管接驳施工。整个施工将在48
小时内完成，预计到10月24日12时，株树桥
引水管线将恢复供水。

湖南日报10月22日讯 （通讯员 姜杨敏
见习记者 李永亮）第21届中国专利奖评选结
果10月18日揭晓，由中车株洲所研发的“一种
用于动车组的快速粘着控制方法”获得金奖。

“一种用于动车组的快速粘着控制方法”
是中国高速动车组牵引控制核心专利， 该专

利攻克了恶劣轨面条件下， 动车组乘坐舒适
性降低、 动车组高铁运营晚点等一系列轨道
交通领域牵引传动控制系统核心关键控制技
术难题， 打破了国外轨道交通巨头对粘着利
用控制技术的严密封锁， 实现了中国高铁牵
引传动控制技术国际领先。

动车组“快速粘着”获中国专利金奖

湖南日报10月22日讯 （记者 黄利飞
通讯员 张恬） 省科技厅近日公布了2019年
度湖南省重点领域研发计划立项名单， 中联
重科申报的“中大型挖掘机关键液压元件开
发”项目成功获得立项。该项目研究成果的应
用及产业化， 将打破国外高端液压阀产品的
垄断，支撑主机装备的自主设计与技术创新，
助力装备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湖南省重点领域研发计划项目是聚焦省
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突破制约产业发展、
民生保障的关键核心共性技术、 前沿性颠覆
性与非对称性技术、“卡脖子”技术，从基础前
沿、 技术攻关到应用示范进行全链条创新设
计、一体化组织实施的项目。

液压元件在挖掘机产业链中处于核心位
置，目前中大型挖掘机关键液压元件进口件占

有率达95%以上，属于典型的“卡脖子”项目。
中联重科“中大型挖掘机关键液压元件

开发”项目针对中大型挖掘机主阀设计、制造
以及电液控制策略三大方面进行研究。 通过
研究中大型挖掘机主要作业对象和作业动
作，兼顾操作性能、效率、燃油经济性等，在概
念设计、原理验证等基础上，开发中大型挖掘
机用主阀及电液控制策略， 并形成中大型挖
掘机电液控制系统整体解决方案。

近年来， 中联重科加快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截至目前，
中联重科累计申请专利破万件， 其中国内
发明专利3300多件， 国外专利300多件，非
专利创新技术200多项。在新近公布的“中
国企业专利500强”榜单中，中联重科居工
程机械行业之首。

中联重科发力关键零部件自主创新
“中大型挖掘机关键液压元件开发”项目获省重点

领域研发计划立项

入选交通强国建设“试验田”
湖南凭什么

湖南日报10月22日讯 （记者 黄利飞
通讯员 高芳）永清环保近日携手国核电力规
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
境科学研究所，成功中标雄安新区唐河污水库
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二期工程场地调查和勘
察设计项目，中标价格约1700万元（暂估价）。

该中标项目是永清环保在土壤环境咨询
领域中标金额最大、 区域最具代表性的一个
项目， 将对永清环保在土壤环境咨询领域后
续发力提供强大的支撑。

永清环保表示，中标后，公司将与联合单
位密切合作，严格按照相关要求，相继开展勘

察服务、 场地调查和风险评估服务以及设计
服务，并制定有针对性、可操作的工作方案，
确保项目顺利开展和完成。

永清环保致力成为雄安新区环境服务方
案的重要供应商，自雄安新区成立以来，公司
积极参与雄安新区生态文明建设。2018年5月，
公司联合中标雄安新区环境治理一号工程“唐
河污水库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一期工程”并如
期完工；2018年8月，公司举办“2018雄安新区
生态环境建设论坛”，并发起成立“雄安新区绿
色技术集成创新中心”；2018年12月，公司中标
雄安新区安新县留村北坑塘综合治理项目。

永清环保中标雄安新区大型环境咨询项目

配合长沙重点项目建设
株树桥原水引水管一段管线迁改

10月22日，桂东县普乐镇
杨岭村，菊农和游客在采摘菊
花。近年，该村把推进全域旅
游和美丽乡村建设有机结合，
发动村民种植可美化村庄，经
济附加值又较高的黄金菊。时
下，遍地盛开的菊花仿佛给大
地铺上了一层金黄的地毯，吸
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

邓仁湘 摄

菊开满地
客欢民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