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条人民路就像一条公交线，车喇叭一响整个城都听
得到。 ”在吉首工作生活 30多年的媒体人王建军回忆起上世
纪 80年代的吉首交通时说道。

因父亲从部队转业地方， 王建军 2 岁随父母定居吉首，
虽然祖籍地不在吉首，但从小生活在这座城市里，见证了这
座城市的点滴变化， 王建军无论从饮食习惯还是生活习性，
他早已融入并深爱上这座城市，即便是一草一木。

“随着东西环线拉通，仅人民路就投入 90多台公交车在运
营，同时增加两个环线天桥，对人车进行分流，大大缓解了交通
压力。”吉首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杨成介绍说，原来城区只有一
条公交线，如今，吉首市已开通 22条公交线，车辆全部统一为
绿色环保的电动和混合动力车，共计投入车辆 200余台。

“现在到新城区办个事、购个物，比我以前花的时间要节省
一大半，这件民生大实事办得好。”家住老城区的市民龙勇贵点
赞道。

为切实听取社会各界意见，提升城市交通建设和管理水平，
将公交发展优先这一民生工程落到实处。 吉首市组织市民代表
先后到 G209绕城线、雅溪片区城市路网、高速公路连接线、高
铁新城建设等一批交通突围工程重点项目进行实地考察。

通过“四大工程”建设，今天的吉首市，城市建成区面积
已从 5 年前的 25 平方公里拓展到 40 平方公里， 便捷的交
通、优美的环境、良好的教育医疗条件，丰富的创业就业机
会， 吸引着周边人口纷纷涌入， 城市常住人口已接近 40 万
人，“湖南省新型城镇化试点市”成效显著。

城市交通日益发达，城市居民出行已不是问题，随着新
城镇化建设步伐的不断加速，城乡公交一体化、高铁新城等
民生工程项目的建设迫在眉睫。

湘西乾城公交公司总经理张明春介绍，目前，13 个乡镇
2个街道全部开通公交线路，票价全程为 2、4元每人 / 次，对
持有老年人卡乘客、现役军人、不足 1.2 米儿童、残疾人均可
享受免票乘坐。

在吉首火车站开往矮寨镇的 12 路公交车上， 乘客彭晓
甜正带着两个不满 10岁的儿子女儿去矮寨的娘家。“我们半
小时前从人民路上的车， 原来是租车或者搭私人中巴车，票
价每人 8 元，还要等，现在开通公交了，只需花 3 元，方便又
实惠，我每周末都会带小孩回乡下。 ”彭晓甜高兴地说道。

近年来，吉首大力推进实施城乡公交一体化工作，栗溪至
求产、中百至烟竹、马颈坳绕镇线、160公里安保工程等农村公
路项目相继投入使用，吉首已全面实现农村公路网络化，结束
了乡镇村寨之间走回头路的历史，“村村通”升级为“村村连”。

截至 2018年，吉首市公路通车里程达到 952 公里，其中
高速公路 76 公里，国道 100 公里，省道 24 公里，县乡道 497
公里，村道 255公里，建制村通客车率达到 100%。

今年 9 月 3 日，吉首高铁新城路网工程建设项目正式通
过竣工验收，标志着吉首向“高铁时代”迈出了坚实一步。

高铁新城规划范围 16.88 平方公里，规划城市建设用地
面积 12.7 平方公里，其中居住用地 4 平方公里，可容纳人口
10.5�万人。

而随着渝湘高铁、张吉怀高铁的开工建设，将有力助推
吉首接入沪昆、渝长厦高铁两大动脉，融入成渝、长江中游城
市群，以及“一带一部”战略功能平台。

当前，吉首市通过“交通突围战”，已形成高铁、高速公
路、国省道为骨架，县乡道为支脉，以吉首为核心的“半小时
生态城镇群”和“一小时旅游经济圈”。

曾经，一条公交线跑完全城的历史已一去不复返，打车
难、堵车慌已成为过去式。

如今，无论是城区、还是乡村，道路宽广、绿化亮化美丽，
处处皆风景，一座崭新、充满广阔魅力的现代山城正迸发澎
湃动力。 优良的投资软硬环境，吸引了珠三角、长三角等地企
业客商纷纷前来投资兴业，红星美凯龙、友阿集团、金海智能
建筑产业园、东方红住工、深圳追风马科技、民恒光电等项目
先后落地营运。 今年前三季度，招商到位资金 65.72亿元，同
比增长 14.23%。 接待游客 1201.76万人次。

不久的将来， 一座建成区面积 55 平方公里， 城镇人口
50 余万，“宜居、宜业、宜游、宜养”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必将
崛起于武陵大地！

曾经，吉首的交通地图，被市民们形象地称为“哑铃图”。
老城区与新开发的乾州新城区南北分布， 仅依赖一条城市主
干道人民路相连，就像一个两头宽中间狭长的“哑铃”。

“吉首难点在交通，机遇在交通，出路也在交通。 吉首市
必须加快建设大通道，打通断头路，畅通微循环，构建对外
大开放、对内大循环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委常委、 吉首市委书记刘珍瑜为如何打好打赢这
场“交通突围战”精准把脉。

2014 年以来，吉首市委、市政府瞄准这一痛点，正式提
出“交通突围”战略，并制定“纵贯南北、横连东西、梯次科
学、布局合理”的立体交通网络建设思路。 一场交通突围战
役就此打响。

“那时候，早上出门上班，晚上回家不认得路。 ”一网友
几年前在吉首市政府网上发帖“吐槽”吉首交通拥堵现象。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以“项目兴市、改革兴市、实干兴
市”的发展思路为引领。

对外打通大通道，打造中心枢纽。湘西机场、张吉怀高铁、
高铁新城等项目启动建设； 全力推进建设全长 24.71公里的
张社大道；启动金坪路、绕城公路二期等道路建设；永吉高速
吉首段顺利通车，永吉高速石家寨大型互通立交落成。

对内建骨干路网，拉开城市骨架。 按照城市主干道改造
标准，将 G209 国道拓宽，由原 8 米宽双向两车道拓宽至 16
米宽双向四车道，全线长达到 14 公里；对西环线、G209 绕
城线进行拓宽，拉通永吉高速西连接线、市府连接线以及长
坨至曙光道路。

“早上上班高峰期， 原来 20 分钟内只能通过 4000 台
车，还堵得很，现在能过 8000台车，一点都不堵。 ”吉首市公
路建设养护中心副主任宋晖介绍道。

截至 2018年底，吉首完成总投资约 7500万元的人行天
桥建设工程，在城区人口密集处新建 7�座人行天桥，新建成 5
座总长度 7200米的城市隧道，城区骨干道路已连网成片。

近年来，吉首市在一边全力推进交通突围的同时，积极
推动智慧吉首建设。

经过两年多的建设，智慧吉首建设成效显著，智慧吉首
运营中心、云计算数据中心、智慧交通、智慧路边停车、电子
公交站牌等基础设施和平台已进入运营阶段。

如今，吉首市民只要通过“智慧吉首”手机 APP 终端，
所有公交车辆位置、到站时间，实时掌控，一目了然。

“未来，智慧吉首还将陆续推出智慧旅游、智慧政务、智慧
城管、智慧物流等系统，让市民通过智能手机、互联网等方式
享受到便捷高效灵活的公共管理服务，实现城市管理智慧化、
高效化、科学化、精细化。 ”吉首市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成
员、总工程师陶毅介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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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提质为民生升温持续加码

构建大循环大开放智慧交通新格局

22 条公交线 高铁新城成民生工程典范

张马良 杨 震

这里有“百年路桥奇观、千年苗寨风情、万年峡
谷风光”。

这里蕴藏“生物基因库”、“中药材宝库”。
这里被评为 “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县

市”、“全国绿化模范县市”、“湖南省文明城市”、“湖
南省卫生城市”。

这里就是魅力山城、神奇苗疆———湘西吉首市。
沿常吉高速西行 400 余里进入吉首市，犹如进

入一幅色彩斑斓的油画， 每呼吸一口空气都充满醇
厚的茶香。

走进山城吉首，了解山城吉首，你会欣然发现，
这片生机盎然的土地上，“交通突围” 气势如虹、“城
市提质” 大放异彩、“产业攻坚” 势头强劲、“民生升
温”突飞猛进，在“交通突围”的破与融之间，绽放出
蓬勃的生命力。

冲木林停车场。

乾州新区。 (本版图片均由吉首市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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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升城市品质，改善城市环境，进一步完善城市
基础配套设施，2017 年上半年， 吉首市正式启动对城
市老旧片区进行综合改造，当年 7 月，顺利完成城区片
区综合改造 4个子项目 8个片区的建设任务。

“现在好了，不管是新建的还是改造后的社区，随
处都看得见绿地， 以及整洁的游步道， 公园也建了不
少， 我父母每天晚饭后都会去附近的红枫森林公园散
步。 ”与竹园社区一墙之隔的云峰社区世纪山水楼盘业
主龙涛介绍道。

近年来，在当地居民们的亲眼见证和亲身感受下，
小区雨污管网得到改造，给排水管、强弱电全部实现入
地，新建了公厕、垃圾围，行车道与行人道路面都进行
了改造升级，还新划出了许多规范整洁的停车位。

在安居乐业方面， 吉首市总投入建设资金 10 亿
元，完成对光明、金坪棚户区改造，五里牌、乾北公租房
建设等十余个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 在教育教学方面，
吉首市总投入建设资金超过 10 亿元，完成对吉首新一
中、乾元小学、市二小、市民小、铁路中学、市四中综合
楼等改扩建项目，新增城乡校舍 22 万平方米，新增学
位 11750余个，全市大班额现象基本得到化解。

“一座城市就像一个家，日子长了待旧了，你就感觉不
到它的变化，当某一天你远行回家会惊奇发现，这个家已
经大变样，旧貌换新颜了。”在峒河观光带散步的市民彭浩
说起现在的城市面貌，言语间无不透露出喜悦之情。

近年来，在对八大城区片区综合改造同时，吉首市
启动创建国家级和省级园林城市园林绿化建设一期项
目，采用“海绵城市”、“综合管廊”等最新一代城市建设
理念，对城市进行整体提质升级。

如今，城区各主干道下，都建有综合管廊和管沟。
强电、弱电、供水、中水全部进入管廊，确保安全同时，
杜绝了各单位维修时的“马路拉链”现象。

地下管网整洁有序，地上车辆也规范停放。为解决大
型车辆无序停放等问题， 吉首市根据实际条件采取疏堵

结合方式有效治理， 合理利用城区国有闲置土地和原有
停车场资源，新建地面停车场和停车楼 45个，其中小汽
车停车场 35个，大型停车场 10个，新增地面停车场和地
下停车场车位 8023个。

如果说，城市交通路网的改善，改变了市民原有的
出行方式，提供了更多出行道路选择，城市基础设施的
改造升级，又为市民提供了更为舒服安全的居住环境。

———吉首市交通突围工作纪实

矮寨“彩妆”盘山公路。

吉首街头智能交通诱导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