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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70年邵阳成就权威发布年邵阳成就权威发布

“交通死角”的嬗变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市交通枢纽建设成就综述

邵阳日报记者 刘 波 通讯员 吴军民 周 利 李慧兰

1959年，邵阳市区开辟运行了第一条公交线
路，即1路，全程2.8公里。我市公交起步较早，但
发展较慢，到1978年邵阳城市公交仅有50台车、9
条线路。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市全力推进实施公交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城市
公共交通领域改革，使惠民出行政策落地、生根、
结果，实现了从柴油公交车到新能源公交车的全
覆盖，从人工售票到移动扫码支付信息化服务、交
通一卡通通行全国，从便捷到舒适、智能、环保、多
元的新跨越。

党的十八大以来，邵阳市城区新增公交线路9
条、优化升级24条，公交线路总数达32条，营运里
程472公里，539台在营公交车均为新能源公交车，
还对市区至邵东县城、市区至高崇山的2条班线进
行公交化改造，为广大群众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

同时，深入推进出租车行业改革，许可3家网约
车公司、核定256辆网约车，连同严格服务质量考
核、优化经营权配置、完善运价调整的1098台巡游
出租车，礼让斑马线、示范线路创建等城市公共交
通服务品质提升活动深入推进，居民出行更加便捷
无忧，更高品质的城市公共交通服务，让人民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如今，邵阳交通运输发展已跨入了从“有没
有”向“好不好”转变的新时代。下一步，全市各级
交通运输部门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市委“二中心一枢纽”战略部
署，进一步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坚持打造“快捷、智慧、安全、人文、和谐”五
个交通，秉承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非凡气度，以
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推进邵阳交通运输事业高质
量发展，为建设邵阳市“二中心一枢纽”当好先行、
做好保障。

助“便利”为“惠民”，

城市公共交通顺应民意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市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农村
公路建设，主要是人民群众自发筑桥修路，才建起
了农村公路临时路网，且多为土路，雨天无法通行。

1970年，全市部署“社社通公路”，此后10年
间新建公路2515.4公里，35个边远山区的乡村公
路建成，这是我市农村公路第一个快速发展时期。

2006 年全市启动“村村通”硬化路建设，到
2015 年底累计新建 1.4 万余公里水泥路，全市建
制村100%通硬化路，这是全市农村公路第二个快
速发展时期。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市农村公路进入第三个
快速发展时期。市交通运输部门将“四好农村路”
建设与美丽乡村建设、全域旅游和地方产业融合
发展，完成农村公路提质改造3622公里，危桥改造
443座，实施农村公路安保工程4678公里，建成农
村客运招呼站4249个，助力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2017年底，省委省政府启动25户及100人以
上自然村通水泥路建设，我市将之作为重中之重
的民生工作来抓。目前全市完成自然村通水泥路
3102公里，直接惠及4000余个自然村、40余万贫
困地区群众，被评为省重点民生实事优胜单位。同
时积极引导拓展农村客运班线，2018年底全市建
制村通客班车实现100%，“出门水泥路，抬脚上客
车”成为现实。

路通百业兴。我市积极探索推行“农村公路+
特色产业”“农村公路+乡村旅游”等“公路+”的高
质量发展新格局，依托1.91万公里纵横交错的农
村公路网络，星级农家乐、观光农业、特色林果、产
业合作社、扶贫车间等不断发展壮大，让贫困群众
以“百路通”谋得“财路通”，让民生福祉更加丰厚，
让幸福梦想快速抵达。

通“血管”为“民心”，

农村公路网织密织牢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市境内
仅有 4 条公路 368.25 公里，且受
战火破坏，通行能力差。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高
度重视公路交通建设，经历了修
复被战火破坏的公路、全党全民
兴建公路、社社通公路等几个阶
段，公路建设力度逐步加大。

改革开放后，我市交通建设迈
入真正发展期，1981年启动“三个
一”拓宽改造，1992年制定“三横六
纵一连”公路网规划，1995年市委市
政府出台“加快公路建设二十条优
惠政策”，掀起了规模空前的新、改
建公路交通大会战。特别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市围绕东部城市群、西

部生态圈，建设中心城区“双百城
市”新布局，对接粤港澳大湾区产业
融合，为打通与周边市、县的便捷化
通道，与高速公路形成主辅配套、全
天候畅通的快速干线公路交通体
系，全市新改建邵塘公路、G320洞
口县城至江口等干线公路30条，新
增通车里程1094.9公里，全市90%
以上的重点乡镇通达二级公路。

到2018年底，全市公路总里
程22533公里，为1949年10月的
61.2 倍，公路总密度为每百平方
公里108.18公里，普通国省干线

公路达2890公里，其中国道4条
662 公里，占比全省 7.54%，排名
全省第七；省道28条2228公里，
占比全省9.95%，排名全省第三。

解放前夕，我市公路汽车运
输处于半瘫痪状态，1950 年，全
市仅有营运性汽车 164 辆，其中
客车44辆、货车120辆，年公路客
运量 16.1 万人次，客运周转量
1313万人公里，年公路货运量0.2
万吨，货运周转量 24 万吨公里，
道路运输保障能力差。

随着公路的延伸，公路运输事

业也逐步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
以后，深入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运输服务保障总体
平稳有力，“人便于行，货畅其流”
得以真正实现。到2019年8月底，
全市共有客运站场73个，有营运
客车4121辆，是1950年的93.7倍；
开通客运班线1498条，平均日发
班车22301次；有营运货车24547
辆，是1950年的204.6倍。2018年
全市完成公路客运量10720.06万
人，客运周转量445829.89万人公
里，公路货运量22071.45万吨，货
运周转量4693483.64万吨公里，分
别是1950年的665.8倍、339.6倍、
110357.3倍、195561.8倍。

畅“节点”为“动脉”，干线公路通达成网

2000年7月1日，我市第一
条高速公路——潭邵高速公路
开工建设，2002年底建成通车，
邵阳高速公路实现“零”的突破，
我市正式融入全省陆上公路快
速交通网。

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二
中心一枢纽”战略布局，我市加
快构建“三横三纵两连”高速公
路架构，到 2015 年底，邵怀（沪
昆）、邵永（二广）、邵衡、娄新、洞
新、怀通（包茂）、安邵（二广）、邵
坪高速公路等相继通车。特别是
2017年12月31日，随着武靖高
速通车，全市进入“县县零距离
上高速”的“新高速时代”，我市
高速公路主骨架全面确立，实现

从最初的“建起来”到“联起来”，
发展到现在的真正“快起来”。

目前，全市高速公路总里程
已达582公里，占比全省8.65%，
全省排名第4位。对内，辐射省内
60%以上人口，1 小时内可直达
娄底、怀化、永州、衡阳、湘潭等5
地市；对外，到江西、贵州、广西、
广东等地车程均在4小时以内。

高速公路作为经济腾飞的
黄金之路，也是我市承接产业转
移，对接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之
路。2018年，以沪昆百里工业走
廊为主要支撑的全市湘商产业
园实现技工贸总收入1933.32亿
元，规模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1665.88亿元。

连“骨架”为“引擎”，高速公路蓬勃发展

1959 年 10 月 25 日，省民航
管理局利用1934年兴建的邵阳
机场，开通邵阳至长沙的地方
航线。后因国民经济暂时困难，
该航线1965年2月停航。此后，
民航一直是邵阳交通的“空白”
领域。

基于我市发展的现实需要，
经多方努力争取，2008年《全国
民用机场布局规划》发布，武冈
机场、邵东机场入列，我市成为
全省唯一可以布局两个民用支

线机场的市州。
2015 年 6 月，总投资 10 亿

元的武冈机场全面开工，2017
年6月28日正式通航，邵阳人民
再次实现“飞天梦”。

武冈机场先后开通 8 条航
线，连通国内北京、沈阳、郑州、长
沙、海口、昆明、杭州、重庆、深圳、
兰州、西安等11个城市，2018年
旅客吞吐量达46.9万人次，远超
原设计的至2020年旅客吞吐量
30万人次的设计规模。

缩“千里”为“咫尺”，民用航空展翅腾飞

1960年，娄邵铁路竣工通车，
开启邵阳的准轨铁路时代。但“人
到邵阳止，车到邵阳回”的困境持
续了数十年。直到2004年元旦，洛
湛铁路（邵阳至永州段）全线通车，
邵阳铁路才结束了“盲肠”历史。

此后，我市加大娄邵铁路扩
改、怀邵衡铁路、沪昆高铁争取建

设的衔接力度，2014 年 12 月，沪
昆高铁邵阳北站正式通车，形成
了北至北京、南至深圳、东至上海
的高铁通道。

2016 年 1 月，娄邵铁路新线

正式运营，市区首通高铁。
2018 年 12 月 26 日，怀邵衡

铁路正式通车运营，成为我市联
通成渝经济圈和粤港澳大湾区最
快捷的大通道，联通了我国东西

沪昆、南北京广两大高铁大动脉，
“十”字高铁枢纽建成。

目前，全市铁路营运里程达
324公里，有效提升了通达能力。
特别是今年4月13日，邵阳站开
通始发北京高铁，有力地提升了
我市城市形象，满足了人民群众
北上出行需要。

变“盲肠”为“枢纽”，铁路事业快步前进

新中国成立70年来，

邵阳交通以打造全国区域

性综合交通枢纽为目标，大

力建设“人民满意交通”，全

面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补齐发展短板，再造区位优

势。如今，我市正逐步形成

以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为骨

架，国省干线公路网络为主

通道，民航、运输站场体系

为节点，农村公路紧密衔

接，功能完善、四通八达的

通畅、便捷、安全的综合交

通运输网络格局，让邵阳逐

步从全省的“交通死角”嬗

变为通衢之城、枢纽之城，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

交通保障。

G60邵怀高速洞口段洞口塘夜景 邵阳市交通运输局供图

邵阳武冈机场 邵阳武冈机场供图

一列高铁驶入邵东县杨桥站一列高铁驶入邵东县杨桥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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