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通区位大提升

2013 年 10 月 16 日， 长浏高速正式通
车。 它起于湘赣省界的洪口界，途经浏阳市城
区及大瑶、蕉溪、洞阳、永安等乡镇，最后在永
安镇对接长永高速， 主线全长 65.324 公里。
这是一条东连浏阳、萍乡、南昌，西接长沙、益
阳、常德等城市最为便捷的公路运输通道，也
是浏阳融入长株潭最重要的战略通道。

由于东连江西省境内上栗至萍乡高速，
使得借道长浏高速成为去江西南昌的最快通
道；而从长沙城区到大围山国家森林公园，可
经长永高速上长浏高速再转大浏高速，80 分
钟即可抵达，比以前节约近一半时间。

此前，浏醴高速、大浏高速已正式通车。
这两条高速是湖南省高速公路网中“五纵七
横”的一纵一横，其中，浏醴高速是岳阳至汝
城高速公路的一段，与长浏高速、大浏高速一
起在长沙的东边构成一个刚劲的“大”字。 不
仅如此，这条高速还与沪昆高速互通，北接武
汉城市群，南连珠三角，东通长三角，环长株
潭城市群而过。

建成通车后的浏醴高速， 成为长沙东部
地区南下香港、北上武汉的快捷通道。 和浏醴
高速一样， 大浏高速也有效地打通了向东出
省的快速通道， 大大促进中部地区尤其是长
株潭城市群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 加速融
入长江三角洲等经济发达地区。

至此， 浏阳同时拥有三条真正意义上的
高速公路，总里程达 227.3 公里，覆盖全市 23
个乡镇街道。 由高速公路空白县（市）跃升为
全省高速公路里程最长的县（市），标志着浏
阳全面进入“高速时代”。 目前，加上浏阳—中
和—文家市、张坊—小河、西北环线等在建公
路，浏阳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 5755.2 公里。

接下来， 浏阳还将着力完善高速公路与
地方公路的衔接； 加快县乡村级公路与高速
公路和国省干线主骨架网的链接。

“……构建以市区为中心的湘赣边 1 小
时经济圈，真正形成‘西融长株潭、东连长三
角、南接珠三角’的发展态势。 大力推进主城
区与片区核心区的半小时通道建设， 完善片
区核心—集镇—中心村的快速交通网络，构
筑‘对外大开放，对内大循环’的交通格局。 ”
2011 年 7 月浏阳市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的
目标，正在成为现实。

加速融入大长沙

随着大道直抵， 路路相通， 去浏阳更近
了， 与此同时给人的感觉是浏阳发展空间更

“大”，未来前景更“远”。
一切皆因“交通融城”。
而且是双向融城———

除了高速公路融入大长沙， 浏阳还通过
国省干线公路融城， 主要是北边和西边两个
方向。北边：以国道 319、开元东路东延线和人
民东路东延工程全面融城。 西边：主要以南横
线融城。 南横线起于荷花街道，经枨冲镇、普
迹镇、镇头镇、柏加镇、跳马镇，与长沙市区时
代阳光大道相接，是浏阳“打开西大门、对接
长株潭、展示浏阳河”的重要道路。 同时，南横
线也将成为贯穿浏西区域、 连通武广高铁新
城的“经济新干线”和“长沙生态经济绿道”。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已经启动的长沙市
人民东路东延入浏项目。 这条被命名为‘金阳
大道’ 的无费快速通道， 将实现长沙中心城
区———浏阳工业新城———浏阳主城区的对接
与融合， 将进一步拉近浏阳与长沙的时空距
离，从根本上提升浏阳的区位优势，更好地接
受省会城市的辐射带动。 ”浏阳市委副书记、
市长余勋伟说。

另一条启动建设的重要融城通道， 为浏
阳城区西北环线，它一端与李畋路互通，跨浏
阳河直通天马山隧道，接 319 国道至大瑶、江
西；另一端则与浏跃公路互通，同时可对接长
浏高速直达长沙。 这条路对浏阳城区的交通
路网和产业布局意义重大， 它的建成不但使
交通更便捷、融城更快速，还将使浏阳主城区
面积从现在的 30 万平方公里扩张到 50 平方
公里。

融入长沙，是要对接世界。
交通融入是手段，产业对接是途径，园区

壮大是载体，强市富民方为目的。
伴随着每一轮交通条件的改善， 浏阳都

与长沙贴得更近，都迎来一次经济的飞跃。
“根据规划，南横线也将东延至镇头和浏

阳主城区。 ”浏阳市交通运输局局长李声义谈
到浏西融城时说， 以浏阳河生态经济区为桥
头堡的浏西生态经济区将融入长株潭城市
群，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同时，囊括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机械制
造、 健康食品等产业的工业组团随着浏北融
城加紧聚拢； 以浏阳工业新城为桥头堡而形
成的产业带， 将沿着长浏高速及人民东路的
东延，加速对接大长沙。

提速城乡一体化

“浏阳的融城既要实现对外融入长株潭
城区， 也要实现内部乡镇更快地融入浏阳主
城。 ”曹立军在浏阳市委经济工作务虚会上对
干部这样说。

“融城”被赋予新的含义。
对外融入大长沙， 对内融合城与乡。 融

城，既是双向融入省会长沙，也是浏阳自身内
部的大融和。

城市在向乡村延伸，乡村也在融入城市。

“我们去浏阳城区， 最早前要一两个小时，在
之前是半个小时， 现在走高速公路只要 8 分
钟。想去就去。”三口镇一居民说，如果不想走
高速公路， 还可以选择走同样宽敞如新的浏
东公路。

路网的便捷，使农村距离城镇不再遥远，
农民距离市民不再遥远， 城市生活方式距离
农民不再遥远。

因为快速交通， 城市与乡村变得不再界
线分明。 各乡镇与主城区如大珠小珠点缀在
浏阳大地，在当地干部群众的感觉里，浏阳变

“小”了。 一会儿到达一个乡镇，一会儿到达一
个园区。 今年 11 月中旬，浏阳举行“六个走在
前列” 重点项目观摩活动， 由于路网四通八
达、高速便捷，观摩者看城区项目、走浏北工
业园区、 到浏东大围山麓、 参观浏南大瑶小
城，真正一路顺风，一路畅行，仅一天多的时
间就观摩了 21 个重点项目。

随着交通区位大提升， 加快了浏阳以路
网为骨架、以小城镇建设为基础、以产业为支
撑的新型城镇化之路， 进而推动浏阳城乡一
体化进程加快。

随着交通区位大提升， 浏阳主城区新城
拓展与旧城改造并举， 工业新城加快完善配
套服务，大瑶新城加快特色发展，永安、镇头、
沿溪、大围山等中心镇和特色镇推进建设。

“一切得益于西南方向融城。 ”柏加镇党
委书记卢军说。 柏加，这个坐落在绿海之中的
中国花木之乡，踩着交通融城节点，花木产值
不断壮大，巨型项目不断引进落地：前有投资
100 亿元的金科小镇项目， 今年又引入投资
120 亿元的浏阳河智慧低碳产城融合示范区
项目。 一座走在“两型社会”建设前列的智慧
生态新城，不久将要崛起于长沙东南。

金刚镇提出“融城对接”的发展战略，把
打造金刚大道作为抢抓融城机遇， 加速城乡
一体化建设的龙头项目。“长约 902 米，宽 30
米的金刚大道，处于金刚城镇的几何中心，连
接新老 106 国道，通过两厢开发，将成为金刚
调整产业结构、 扩大居民就业、 拉动内需消
费、提升城镇品位的关键一环。 ”金刚镇党委
书记雷义介绍，目前路基已经全部拉通，即将
开始路面工程施工，“要将金刚大道作为桥头
堡主动地融入大瑶‘小城市’，对接‘一线三
城’。 ”目前，金刚已成功引入投资 1.5 亿元的
醴浏情商贸大厦， 它将成为金刚未来城镇建
设的新地标。

“如果不是有机会出来走走看看，是无法
感受到浏阳城乡的发展变化速度的。 ”“每天
的变化都不同，一定要用手中的笔和相机，将
浏阳的大美巨变向更多的网友推介。 ”11 月
21 日，浏阳网网友“旗哥”一边走，一边看，不
知道多少次按下快门， 记录下的都是浏阳大
地正在发生的巨变。 当天，该市开展“网友话
发展”活动，邀请了 20 名来自浏阳网、浏阳新

闻网的网友一同走乡镇、入园区，见证浏阳速
度，建言浏阳发展。

网友记录下看到的，也有没看到的：2012
年浏阳全市城镇建成区面积 72 平方公里，城
镇化率达 51.%，城乡一体化发展如火如荼。今
年以来，浏阳小城市、中心镇及特色镇建设共
计完成投资 7.5 亿元。 大瑶、大围山、镇头、沿
溪、永安等 5 个重点集镇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城乡一体化进程全面提速。 预计今年城镇化
率指标将比 2012 年提高 3.97 个百分点，达
到 53.98%。

2013 年 12 月 11 日，省城乡发展一体化
现场研讨会在浏阳召开，来自省、各县（市）的
相关负责人和专家们齐聚浏阳， 聚焦浏阳市
城乡一体化建设成果。

一个“快”字，把浏阳
长沙拉得更近。

长沙城区到浏阳城
区，目前全程高速公路只
要 30 分钟左右。

目前，浏阳境内所有
乡镇街道，离高速公路都
不超过 15 分钟车程。

从乡村到城镇更快，
从浏阳到长沙更快，高速
公路还成为长沙去往江
西南昌的最快通道。

一“快”带百“快”：融
城步伐 “快”， 经济增速
“快”，城乡变化“快”……

一个“快”字，勾勒出
新时代背景下的浏阳新
个性、新面貌。

2012 年， 在长沙市
统计局公布的 9 个主要
经济指标中，浏阳市地区
生产总值、 财政总收入、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增速
等 5 项指标排名第一。 今
年 ，浏阳继续加速 ，领跑
长沙各区县。 截至 11 月
30 日， 全市累计完成财
政总收入 56.8 亿元，占
目标任务的 101.2%，同
比增加 13.86 亿元 ，增
长 32.29%； 提前一个月
完成全年财税收入任务。

时代车轮 ， 滚滚向
前。

浏阳，正乘着方兴未
艾的新一轮交通建设高
潮 ，闯进名副其实的 “高
速 时 代 ”、 “ 融 城 时 代 ”
———

文/王文隆

敬请关注“‘快’浏阳”下篇：《“快”浏阳产业兴城》

更多浏阳资讯，敬请关注
“浏阳发布”政务微博、微信公众平台
腾讯微博：http : //t .qq .com/liuyangfabu
新浪微博：http : //weibo .com/liuyangfabu

与株洲、湘潭及长沙市的其他县相比，浏阳在空间上距离长沙最远。
“交通是浏阳发展的第一菜单。 ”长沙市副市长、浏阳市委书记曹立军十分清醒：“实施‘交通融

城’战略，更好地接受省城长沙的辐射和带动，是浏阳加快发展的必然选择。 ”
2011 年，浏阳提出“大办交通，实现融城带动”，并将“主攻交通区位提升，加快双向融城对接”

作为战略举措首选。
共识迅速达成，热情持续高涨，浏阳近年交通建设热潮一浪盖过一浪。 作为山区、老区的浏阳，

在新一轮交通建设的强力推动下，加速城乡一体化，加速融入大长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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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浏高速横贯浏阳。

浏阳永和镇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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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由浏阳市委宣传部提供）浏东公路整修一新。 浏跃公路全新提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