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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市公路管理局出资的
国有独资企业，改革开放 40 年
来，邵阳公路桥梁建设有限责任
公司（简称“邵阳路桥”）也实现
了腾飞发展。

自成立以来，邵阳路桥坚持
诚信树品牌，以品牌促发展，先
后承建长永、长益、潭邵、内蒙老
集、甘肃平定、安徽六武等省内
外高速公路，累计完成了国内各
等级公路路基工程 1000 多公
里，路面工程 500 多万平方米，
各类桥梁400余座，工程合格率
100%，工程优良率85%以上。

2006 年以来，为提高企业
的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邵
阳路桥实行转型升级，公司施工
步伐迈向市政工程和房地产开
发领域，承建了邵阳大道、东互
通世纪大道、桂花大桥等市政工
程项目，相继投资开发了路桥花
苑、路桥·首府国际等房地产项
目，因质量优、进度快、履约强受
到业主好怦，获得了良好的市场
信誉。如今，邵阳路桥还参与投
资了农商银行、电子商务，实现

互联网+金融、互联网+旅游跨
界融合。

如今，邵阳路桥也从一家单
一从事公路与桥梁建设的小型
公司成长为专业从事公路、桥
梁、市政、房建、房地产开发、园
林绿化、旅游开发等综合建筑施
工大型国有企业，年综合施工能
力逾 20 亿元。迎着改革开放的
浪潮，邵阳路桥还不断向外拓展
业务，如今在建项目遍布全国东
西南北，海外“一带一路”也闪耀
着邵阳路桥人的业绩。

过去的 40 年，是邵阳公路
管理事业跨越发展的 40 年。但
邵阳公路人永远不会满足原地
踏步。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邵阳公路人将紧紧抓住湖南公
路加速成网、优化结构、提档升
级、行业治理能力持续提升的黄
金机遇期，加快推进路网结构转
型升级、公路改革转型升级、建
养管护转型升级、公路安全转型
升级、公路服务转型升级，倾力
为全市人民打造畅通公路、平安
公路、舒适公路、美丽公路。

从籍籍无名到行业骄子

邵阳路桥迈向行业内一流企业

养护难，管理更难。近年来，市
公路管理局不断加强超限检测站、
路政大队标准化建设，强化路政
执法，维护路产路权管理，全方位
强化公路通行环境和安全系数，
通过市公路管理局积极争取，路
域环境建设工作被纳入政府“城
乡同治”和社会综治体系。我市以

“跨路龙门架”等4个专项整治为
重点，开展集中整治，源头治理，
取得明显效果。近年来，路政案件
查处率、结案率分别达100%、98%
以上，实现公路“八无”目标，完善
路域环境建设长效机制，遏制马路
市场，无公路“三乱”现象。

2014年，我市启动车辆超限
超载治理工作。高位强效推进超
限超载治理，由原来单一的上路
检查改为治超立体网络化，建立
路地、路警联合治超机制，并累
计投入5000万元，全面推进治超
信息平台和不停车检测系统建
设。通过不懈努力，目前，我市非
法超限超载率已控制在0.3%以
下，有效控制超限超载车辆对公
路的掠夺性使用，延长了公路的
使用寿命。在2018年第一次治超

工作综合考核中，我市获 97.2
分，在全省各市州中位居第三。

近年来，全市公路管理部门
不断转变观念，强化智能化管理体
系建设，让企业运输顺畅，让民众
出行便捷。市公路管理局积极应对

“互联网+公路”发展新形势，2011
年开通了“邵阳市公路管理局”门
户网站，设置了“工作动态”、“政务
公开”等栏目，开通了“邵阳公路”
微信公众平台。在G320线隆回段、
XJ01（老编号 S220 线）洞口段、
G207线新宁段、G320线双清区段
分别安装了4块可变情报板，对通
过该路段的车辆进行路况、天气提
示；投资100余万元，在洞口县金
龙中心养护站、新宁县回龙寺中心
养护站建立了两个县级监控室；在
洞口县、新宁县、隆回县、大祥区、
双清区、北塔区境内的大桥隧道、
长陡坡、灾害频发路段、重要平面
交叉口、服务设施等共安装了45
路监控设备。投资127万元全面完
成了市公路管理局路网监控中心
建设与调试工作，安装了414吋的
拼接屏幕及专业解码存储设备。市
监控数据接入了省局应急平台。

从人工管理到智慧管理

路域环境管理全方位强化

公路是地方形象、发展根
基。近年来，不管风吹雨淋、不论
灰尘扑面，在全市绵延2700余公
里干线上，邵阳公路人以“畅、
洁、绿、美”的公路通行环境为目
标，全力优化公路环境，促进经
济发展。

如今，全市的公路越来越平
安，越来越美丽，正以崭新的靓
丽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

十八大以来，全市规划建设
了 11 个中心养护站，实现了养
护工程、小修工程、养护管理及
其他功能的综合一体化。桥梁是
公路的控制性节点，我市建于上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桥梁多达
500 余座，承载着重大的使命，
但由于当时设计标准低，加之近
年来车流倍增，危桥频现，恰似
一个个“不定时炸弹”。为把危桥
建成安全放心桥，市公路管理局
坚持一把手推动，科学调度，有
计划、有重点、分步骤推进危桥
改造，对项目进度、质量、施工安

全等进行常态化严格督查，严格
按程序交竣工验收，优质高效完
成危桥改造。

近年来，我市还积极强化措
施、精心组织，高标准、高品质推
进文明样板路创建工作。目前已
在 G207 线新宁段与 G320 线洞
口段成功打造出52公里的文明
样板路。2016年，市公路管理局
启动了“大美湖南之心”之“公路
名片”项目暨景观公路试点建
设，对G207线、S217线、S334线
酿溪至雀塘段和塘口桥至新田
铺段等公路两侧实施全方位立
体绿化美化，实现公路沿线林带
贯通，可视范围绿化，打造出“车
在路中走，人在景中游”的绿色
公路美景。到目前为止，全市共
建成公路景观点22处。

今年年初，在湖南省公路管
理局组织开展的“最美公路”评选
中，我市G207新邵段和城步苗族
自治县边南公路分别获评“最美干
线公路”和“最美农村公路”。

从单调景致到移步易景

全市公路靓丽新姿全新亮相

公路特别是国省干道的养护是公
路部门的主业。要提升公路养护水平，
提高公路养护质量，离不开公路部门能
力的提升。改革开放 40 年来，在省、市
的大力支持下，全市公路系统不断夯实
基础，提高公路养护能力，推动全市公
路养护质量与水平实现大跨越发展，全
市公路“好路率”不断提升。

1979 年以来，干线公路好路率由
41.1%上升到目前的 87.54%，路面技术
指标 PQI 达到 87.98；路面多为沥青混
凝土及水泥路面，路况水平全面提升。

尽管干线公路养护里程达到了

1978 公里，然而 1979 年全市公路系统
仅有6台老式压路机、2台自卸汽车、1
台洒水车，在公路养护上，几乎完全依
靠人工养护作业。不少老养护工人自嘲
自己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远看
像要饭的，近看是扫马路的”。

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我市加大对
公路养护设备的投入，从 2003 年到目
前，我市先后投入4222万元，购置拌合
机、摊铺机、振动压路机、清扫车、路面刨
铣、路面再生、多种养护机等各类现代化
养护设备，用于路面养护及大中修工程、
危桥改造、安保工程，将养路工人从繁重

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养护工具的变迁，也
让公路养护的质量更高、更有技术含量。

养护能力的提升，让我市有能力应
对公路建设、养护和大修中遇到的各类
难题。1980年以来，全市干线公路累计
完成危桥改造 140 多座，其中重建 26
座，加固改造 120 多座，实施安防工程
2000 多公里，治理地质灾害 210 公里。
2001年至2018年完成国省干线大中修
（含地灾防治）工程共计折算里程2052
公里。全市干线公路好路率逐年提升至
目前的87.54%，路面技术指标PQI达到
87.98。在 2017 年完成的 43.785 公里大
中修工程中，经验收，路面平整度合格
率95%以上，路面厚度合格率100%，大
中修工程合格率100%，优良率100%。

从人工养护到机械养护 全市公路养护质量与水平新跨越

受经济体制限制，加之
严重缺乏建设资金和科技支
撑，改革开放初期，我市境内
公路多为砂石路，路况差，等
级低。数据显示，1979年，我
市干线公路养护里程 1978
公里，其中油路445公里，其
余均为砂石路及土路，路面
窄。公路建设的滞后，不仅给
广大人民群众出行造成极大
困难，更严重制约了地方经
济的发展。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各
级政府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实行倾斜政策，由数量型向
质量型转变，大力发展公路
改造工程，对国道、省道、县
道公路进行全方位的配套建
设，部分国省道路面进行油
面硬化。进入二十一世纪后，
我市公路建设进入了前所未
有的突飞猛进阶段。在公路
建设工作中，邵阳公路人坚
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紧抓
国家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机
遇，积极拓宽融资渠道，狠抓
项目落实，全面加快公路基
础设施建设步伐。

到2017年底，全市干线
公路养护里程2739.672公里
（其中国道650.732公里，省道
1302.151 公里，县道 770.367
公里，乡道16.422公里），根据
等级分类：一级公路52.735公
里，二级公路1229.102公里，
三级公路243.289公里，四级
公路1214.546公里。

2006 年我市启动“村村
通”硬化路建设后，全市农村公
路建设如火如荼，农村通车里
程迅速增长。目前，全市农村公
路管养里程达到18818.551公
里，其中沥青混凝土114.143
公里，水泥混凝土14127.598
公里，简易铺装284.365公里，
未铺装4292.445公里。农村公
路的行政村道路出行通达率
达到98.56%。

为确保广大群众安全舒
适出行，近年来，市公路管理
局以“四好农村路”建设活动
为契机，推进农村公路提质
改造（窄改宽）。十八大以来，
全市共完成农村公路提质改
造（窄改宽）2273.9公里，实施
重要县乡道、通景公路、断头
路改造 536 公里，危桥改造
423座，实施农村公路安保工
程 4560 公里。截至 2018 年 7
月，全市已创建示范乡镇42
个，示范路线117条926公里。
邵东县被评为2017年湖南省

“四好农村路”创建示范县。
在大力实施农村公路提

质升级的基础上，我市加快
建立系统规范的农村公路养
护制度，提升农村公路路况
质量，打造“四好”农村公路。

随着农村公路路况质量
的提升，我市农村客运公交
化改造得以展开。目前，全市
通客车建制村达到3196个，
全市建制村通班车率99.7%，
让农村群众出行更加便利。

从砂石泥土路到沥青水泥路

全市公路等级与路网体系全面提升

踏平坎坷成大道
——改革开放40年邵阳公路管理事业跨越式发展综述

邵阳日报记者 刘 波 通讯员 蒋久念

40年筚路蓝缕，40年春华秋实。改革开放以来，邵阳公

路人一路披荆斩棘，以锐意进取的拼搏精神，开拓创新的工

作思路，忘我投入到公路管理事业中去。

40年来，邵阳公路人筑民生之基，行天下之道，用心血

和汗水铺就了一条条平坦、宽敞、安全、舒适的康庄大道，将

全市2739公里国省干线以及近2万公里农村公路编织成经

济脉络，把12个县市区紧紧相牵，使城市、乡村握手相拥，

在邵阳大地谱写了一曲华彩乐章。

施工人员对207国道雨溪桥路段进行修补。

申兴刚 摄

320国道隆回县雨山服务区。 （市公路局供图）

养护设备全面升级，大大减轻了养护工人的工作强度。
（市公路局供图）

在207国道公路两侧实施全方位立体绿化美化，打造
“车在路中走，人在景中游”的绿色公路美景。

（市公路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