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0年就是一个甲子，一个轮回，标志一个阶段
的结束，也是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开始。

站在新的起点上，湖南交通设计院思考更多的
是如何奋力推进高质量发展，秉承“精心绘通天下”
的初心与使命，将湖南交通设计院做强做优做大，
把企业打造成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综合型工程技
术集成服务商。

勇创新局攀高峰，湖南交通设计院以“一主、两
翼、三延、四拓”的战略思考着发展，以志存高远的雄
心谋划着未来，以精益求精的严谨绘通天下。

湖南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万剑平介绍，“一主”即以工程勘察设计
为主；“两翼”即以投资经营、规划与咨询为市场驱
动翼，以创新与科研为竞争力驱动翼；“三延”即工
程总承包、产品研发和产业发展；“四拓”即城市建
设、水利环保、轨道交通、全过程工程咨询。通过实
施“一主、两翼、三延、四拓”战略，使湖南交通设计
院的事业薪火相传，基业长青。

近年来，湖南交通设计院省内、省外、海外“三
大市场”持续发力，专业板块和新兴业态不断取得
新突破。先后承接省政府重点项目长株潭一体化

“三干三连线”市政工程、凤凰磁浮文化旅游项目，
成功中标湖南首个100公里智慧高速示范项目、省
界收费站撤改设计项目。在深圳、珠海相继揽获各
类市政项目，并与百度公司Apollo签署了智慧驾驶

战略合作协议，与比亚迪公司建立了战略合作关
系，资源共享，合作共赢，湖南交通设计院的“朋友
圈”越做越大；专业高效，品质至上，市场对“湖南交
通设计院”的认可度越来越高。

“公司 60 年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悠悠万事，
市场唯大，开拓为先。”湖南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

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向建军表示，要
实现公司高质量发展，就要举全司之力，打一场市
场开拓攻坚战。在巩固传统交通业务的同时，加快
业务转型升级。加快拓展全产业链服务，从单一的
勘察设计向规划、勘察设计、工程咨询、投融资、工
程管理等领域的全过程咨询服务模式转变；紧抓绿
色中国、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数字中国等市场热
点，深耕城市建设、轨道交通、综合管廊、海绵城市、
园林绿化景观、绿色建筑等热点领域；深入探索数
字化转型升级，从传统技术服务向基于大数据、云
计算、互联网+的信息化技术服务转型，探索智慧交
通、智慧城市等新基建业务模式；紧抓“交通强国”

“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都市圈”的发展机
遇，集中优势资源进行重点配置、重点突破。

追逐梦想，勇毅笃行；叩问初心，任重道远。面
对新形势、新使命，湖南交通设计院将坚持党建引
领，坚持人才为基、科技为根、质量为本、品牌为要、
文化为魂的发展思路，把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子走
实走好。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如今，湖
南交通设计院正开启新的征程，朝着“国内领先、国
际知名的综合型工程技术集成服务商”的目标阔步
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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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华 许瑞仪

六十载奋斗创业，一甲子春华秋实。

穿越时空的隧道，我们仿佛听到了湖南省

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简称“湖南交通

设计院”）厚重的历史足音，看到了湖南交通设

计人薪火相传的壮丽画卷。

岁月无痕，大地留印。橘子洲大桥、矮寨大

桥、洞庭湖大桥、京珠高速、常张高速、沪昆高

速、四川雅西高速、雪峰山隧道、株洲航电枢纽、

湘江长沙综合枢纽、岳阳港、长沙港霞凝港区

……一项项精品工程，让“湖南交通设计院”享

誉世界。

作为湖南交水建集团“咨询与勘察设计”板

块核心企业，60年来，湖南交通设计院扎根潇湘

热土，征战神州大地，扬威五洲四海，在全国交通

建设的大舞台上取得了瞩目的辉煌业绩。

“公司60年的辉煌成就，主要得益于省委、省

政府的坚强领导，得益于省国资委、省交通运输

厅、湖南交水建集团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更

凝聚着一代代交通设计人的担当与责任、智慧和

汗水。”抚今追昔，湖南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万剑平感慨地说。

辉煌甲子，绘通天下。成立60年的湖南交

通设计院，是艰苦创业、改革创新的60年，是追

求卓越、不断蝶变的60年。

经典工程遍天下，湖南交通设计院美名扬 》》》

风雨铭刻在心，点滴弥足珍贵。
1960年4月20日，根据湖南省编制委员

会（60）编办字46号文件，湖南交通设计院的
前身——湖南省交通厅规划设计院正式挂牌
成立。

当时，第一代交通设计人承载着建设湖
南交通的使命，筚路蓝缕，未辞僻壤，不惧山
高路险，不畏酷暑严寒，用坚韧书写一段湖南
交通无法忘却的历史。

1967年12月，湖南交通设计院成功设计
炎陵县红星大桥，该桥主桥 108.45 米，桥高
65米，为向日葵双曲拱，是当时全国第一座百
米跨径的双曲拱桥。

1972 年国庆当日，湖南交通设计院设计
的长沙湘江大桥（现橘子洲大桥）建成通车，结
束了长沙河东河西彼此割裂的历史。从此，一
江两岸，畅通无阻，长沙在湘江上修桥的百年
梦想终于实现！

该桥时为国内最长的双曲拱桥，它的成
功设计是湖南交通设计院发展史上的一个重
要里程碑，为该院赢得了立足全国设计勘察
领域的荣耀：该桥的设计将我国双曲拱桥的
建造技术推到近乎完美的高度，设计过程中
研发出来的“双曲拱桥温度应力的设计方
法”、“双曲拱桥连拱简化计算方法”、“双跨连
续缆索无支架吊装”等三项成果获得湖南省
首届科学大会奖；1980 年，长沙湘江大桥获
国家工程设计的最高奖项——第一届国家优
秀工程设计金质奖。中国邮政专门为其发行
了 T31 邮票小型张——《公路拱桥—长沙湘
江大桥》。

到目前为止，长沙湘江大桥仍然是全国
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双曲拱桥。2017
年，大桥被列为第三批长沙市历史建筑。

经过一次次提质改造，近半个世纪，风雨
中屹立的这座大桥，见证了长沙甚至三湘的
沧桑巨变，也见证了湖南交通设计院的发展
壮大。

湖南交通设计院在国内设计勘察业自此
声名鹊起。

60年来，从普通公路到省道、国道，到高
速公路、磁浮轻轨；从小跨径的石拱桥、钢筋
混凝土桥，到斜拉桥、悬索桥；从港口码头到
航运枢纽、现代化的港区，从小沟小溪，到湘、
资、沅、澧，入长江，扬帆出海“走出”国门，湖
南交通设计人秉持湖南人“吃得苦、霸得蛮”、
敢为人先的血性，设计了一大批精品经典工
程：矮寨特大悬索桥、长沙湘江大桥（现为橘
子洲大桥）、京珠高速湖南段、上瑞高速邵怀
段雪峰山隧道、湖南常德至张家界高速公路、
四川雅西高速公路、广东佛山平胜大桥、岳阳
洞庭湖大桥、杭瑞高速洞庭湖大桥、湘江大源
渡航电枢纽、湘江长沙综合枢纽、长沙港霞凝
港区……

湖南交通设计院所设计的湘西矮寨大桥、
四川雅西高速公路，分别代表了当今桥梁、公

路建设领域的最高设计水平，被公认为行业技
术标杆。

曾经，被称为“矮寨公路奇观”的湘川公
路作为衔接粤汉、湘桂铁路通向西南大后方
的唯一通道，在抗日战争中承担了重要的历
史使命。这条盘山而上的公路仅长 6.25 公
里，却修筑于水平距离不足100米、垂直高度
达440米、坡度大小在70至90度的大山斜面
上。

为加强与重庆等西部省市的联系，改变
湘西落后的交通状况，湖南省委、省政府决定
修建吉茶高速公路。

矮寨大峡谷是吉茶高速公路的必经之地，
如何跨越天堑，成为当时的焦点与难点。承担
勘察设计任务的湖南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
20 多位桥梁设计师，跋山涉水，通过反复踏
勘、设计，历经近4年的艰苦攻关，悬索桥方案
成为最终选择。

矮寨大桥作为吉茶高速公路的控制性工
程，2007年 10月开工建设，2012年 3月建成
通车，大桥为特大型钢桁加劲梁悬索桥，在
355米上空跨越矮寨大峡谷，融自然与景观、
科技与创新、人文与历史于一体，创造了 4个
世界第一：大桥两索塔间跨度 1176 米，时为
跨峡谷跨度世界第一；首次采用塔、梁完全分
离的结构新体系；首次采用岩锚吊索结构，并
用碳纤维作为预应力筋材；首次采用“轨索滑
移法”架设钢桁梁。

大桥建成后，《人民日报》、央视、《湖南日
报》等国内外多家主流媒体均进行专题报道，
并被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推荐为“十大非去不
可的世界新地标”，被中国公路学会评为“中
国十大最美桥梁”，被评为新中国成立 70 年
来湖南标志性工程之一，已成为湖南新的时
代名片，科研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并
获2018—2019年度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

这也是湖南交通设计人用心血凝聚的巅
峰之作。

2007年，湖南交通设计院在四川雅安至
西昌高速公路泸沽段的设计过程中，创造性
地在世界高速公路史上首次采用双螺旋形隧
道展线方案，克服连续51.2公里1518米高差
世界难题，为工程节约超过 1 亿元的投资。
同时，攻克了超长距离连续纵坡路段行车安
全关键技术、公路隧道穿越高原湿地技术、高
地震烈度地区选线及桥隧建设技术等世界性
难题，为复杂地区修建高速公路提供了一系
列突破性的新思想、新技术。该项目是交通
运输部确定的“勘察设计典型示范”和“科技
示范”双示范项目，并获誉“中国高速公路的

‘桥隧博物馆’”、“天梯高速”。
一座座桥，飞跃天堑，通达两岸；一条条

路，翻山越岭，长龙腾飞。这些定格在世界各
地的精品工程，风格迥异，精美绝伦，它们都
是湖南交通设计人匠心独具的杰作，无不彰
显着湖南交通设计院的实力与品牌。

改革创新，转型发展奏响时代强音 》》》

勇创新局，再续辉煌，向高质量发展迈进 》》》

四川雅安至西昌高速公路。

长沙港霞凝港区新港码头。

湖南湘西矮寨大桥。

贵州省思南至剑河高速公路。

长沙湘江橘子洲大桥。

（本版图片由湖南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提供）

60 年来，一代代湖南交通设计人用一个个铿
锵的脚印，踏着时代的节拍一路奔跑，走出了一条
业务不断拓展、战略不断调整、经营规模不断扩大
的转型发展之路。

60年来，湖南交通设计院实现了从小到大、从
弱到强、逐级上升的不断飞跃，营业收入从不到千
万、到过10亿元。

乘着改革的春风，1983年，湖南交通设计院开
始试行技术经济责任制，对计划外项目实行技术经
济责任合同制，开始对外系统委托的任务收费，企
业的自主经营权逐步加大；第二年，开始自收自支，
独立核算，实行企业化管理；1986 年，成为自主经
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考验中，湖南交
通设计院不断突破思维定势和传统经验的束缚，不
断寻求新的思路和方法，深化内部改革，转换经营

机制，打破“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2000
年，湖南交通设计院按照“加强生产一线、强化职能
部门、剥离后勤服务、干部实行竞聘、员工双向选
择、富余人员分流”的原则进行改革，全院焕发出蓬
勃的生机与活力。

改革才有出路，走向市场才有繁花似锦的前
程，这是湖南交通设计人的一次抉择。2001年，省
人事厅编制办核销了湖南交通设计院的事业编制，
实现了由事业到企业的根本转变，成为科技型现代
企业。这一年，公司产值首次突破了亿元大关。

2003 年，湖南交通设计院跻身全国工程勘察
设计企业100强，之后多次入选。

2008年，公司承接各类项目已达 105项，实现
勘察设计主业产值近6亿元，总收入超5亿元，均创
历史新高。

2016年9月，湖南交通设计院与省内其他9家

企业联合组建湖南交水建集团，通过整合省属交
通、水利企业核心资源，优势互补，握指成拳，湖南
交通设计院的发展找到了一个更大的舞台与天地。

2017 年 4 月，经省国资委批准，湖南省交通规
划勘察设计院整体改制，更名为湖南省交通规划勘
察设计院有限公司，由全民所有制企业改制为独资
国有公司。

2018、2019年，公司先后引入湖南省轨道交通
控股集团、湖南省水运建设投资集团增资扩股，公
司股权多元化雏形初现。公司相继成立珠海项目
部、广东办事处、广西办事处、华东办事处，完成省
外重点区域经营布局。

2019 年 1 月，公司拓址新张，迁入新设计大楼
办公。这一年，公司经营业绩再创新高，全年承接
合同总额 18.25 亿元，传统业务同比增长 40%；实
现营业收入12.97亿元，主营业务同比增长17.2%；
利润总额1.45亿元，同比增长16.9%。

跋涉与奋进，光荣与梦想。一代代湖南交通设
计人，用心血与智慧走出了一条改革、创新、转型、
发展的成功之路。

通过几代人的接续奋斗，在助力交通强国建设
的征途上，湖南交通设计院不断发展壮大，如今拥
有国家工程勘察综合类、公路全行业、水运全行业、
市政行业(含道路工程、桥梁工程、城市隧道工程、
公共交通工程、轨道交通工程)和建筑行业(建筑工
程)等5大类甲级勘察设计资质及国家工程咨询、工
程测量、试验检测、地质灾害防治等 4 大类甲级资
质及资信。

具备规划、勘察设计、工程咨询、投融资、工程管
理等全过程综合服务能力；业务涵盖交通与城乡规
划、公路、市政、水运、建筑、轨道交通、水力、环保八
大核心板块，在公路、桥梁、隧道、水运、新型轨道交
通等专业领域有强劲的市场影响力。业务版图覆盖
全国 20多个省级行政区和 14个亚非拉国家，市场
占有率和各项生产经营指标稳居全国同行业省级院
前茅，位列全国工程勘察设计企业百强和中国建设
系统综合实力企业百强。

目前，公司累计获国家级、部省级科技进步、优
秀工程勘察设计、咨询奖近500项，其中，国家级奖
项近 50 项，包括 1 项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6 项国
家科技进步二等奖、7项国家优秀工程勘察、设计金
奖、6项詹天佑土木工程大奖、1项国家环境保护百
佳工程奖、2 项国家环境友好工程奖，获奖层次之
高、获奖数量之多排在全国省级科研院所前列。

“全国文明单位”、“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
模范职工之家”、“全国工人先锋号”、“全国示范青
年文明号集体”、“湖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一
项项荣誉，见证着湖南交通设计院的荣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