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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动态
、

 李小鹏：加快全国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服务设施建设
1 月 11 日，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主持召开部务会，传达学习近期党中央、国
务院有关会议精神，听取关于加强综合交通运输经济运行分析的情况汇报，审议并
原则通过《关于促进交通运输与旅游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送审稿）》《全国普通国
省干线公路服务设施“十三五”建设专项规划（送审稿）》。
会议指出，加强综合交通运输经济运行分析，是落实新发展理念、深化交通运
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是提高决策科学化水平、推进交通运输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是统筹各种交通运输方式发展、推进综合交通运输
体系建设的重要基础。会议强调，要加强数据共享，做好铁路、公路、水路、民航、
邮政统计数据的采集汇总分析。要加强数据整合分析，准确把握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发展阶段性特征，加强关联分析，敏锐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减少重复统计，
提高决策效率，更好发挥经济运行分析的基础性和导向性作用。
会议指出，交通运输与旅游业发展密切相关，是旅游业发展的基础支撑条件，
推进交通运输与旅游融合发展，对深化交通运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旅游交通
服务品质具有重要意义。会议强调，要建立完善规划、建设、运营新机制，形成融
合联动发展新模式；要统筹考虑通达、生态、文化、安全、信息服务等功能，打造
功能复合型交通廊道和节点，为人民群众提供更高品质的交通运输服务。
会议指出，推进全国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服务设施建设是坚持问题导向、提升服
务品质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提升公路服务水平，满足人民群众需求，促进地方经济
发展。会议强调，要建立完善服务设施设计、运营、管理规范，统一建设标准，指
导各地有序开展建设；要总结不同类型服务区投融资模式、商业运营模式等方面经
验，发挥试点示范带动作用，为服务区深度开发打好基础。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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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部领导，部总师参加会议。国家铁路局、中国民航局、国家邮政局有关司
局，部机关有关司局和部属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摘自：交通运输部网站, 2017-1-12）
 两部委发文推进高速公路建设 鼓励 PPP 模式
6 日从国家发改委获悉，国家发改委、交通部印发《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三
大战略”发挥高速公路支撑引领作用的实施意见》，旨在科学合理有序推进高速公路
建设，更好发挥高速公路基础支撑和先导引领作用。
意见提出，按照“三大战略”的发展要求，重点推进“四通四连”高速公路建
设。力争通过 5 到 10 年的努力，基本形成以国家高速公路为骨架、地方高速公路为
补充的内外互联、区域互通、高效衔接高速公路网络，路网整体通行能力、通达效
率和机动灵活性显著增强，有力支撑“三大战略”发展。
意见提出，要充分发挥政府资金的引导和撬动作用，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模式，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投资。发挥商业性、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平台
作用，创新金融产品和融资模式。鼓励优质企业发行企业债券用于高速公路建设。
意见部署了八大主要任务，贯通支撑“三大战略”国家高速公路主通道，打通
地方高速公路省际通道，畅通主要城市群内城际通道，疏通主要节点城市进出通道，
推进连接沿边口岸高速公路建设，推进连接沿海港口高速公路建设，推进连接沿江
港口高速公路建设，推进连接民用机场高速公路建设。
在畅通主要城市群内城际通道方面，意见提出，依托国家高速公路主通道布局，
在更高层次、更高水平上构筑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高速公路网，加快建
设长江中游、成渝、滇中、黔中，以及“一带一路”两大核心区高速公路网，推进
核心城市、重要城镇间的直通互联。
在推进连接民用机场高速公路建设方面，意见提出，进一步加强与国家高速公
路主通道和区域节点城市的便捷连接，扩大机场服务范围，增强对外开放能力。重
点推进连接北京新机场、成都新机场、厦门翔安机场等新建机场的高速公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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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完善广州白云、南宁吴圩、兰州中川等已建机场的高速公路集疏运网络。
意见提出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继续加大车购税等中央资金的投入力度，积极
支持利用专项建设基金等，推进纳入本实施意见的高速公路项目建设。中央有关部
门要着力推广高速公路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严格执行公路项目用地计划，提高公
路项目土地利用率。省级政府要根据实施意见做好用地保障。

（摘自：证券时报网, 2017-1-6）

 投资融资
、

 贵州：去年交通运输完成投资居全国行业首位
据 2017 年 1 月 8 日召开的贵州省交通运输工作会议获悉，2016 年贵州交通运
输系统沉着应对复杂多变的宏观经济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发展改革任务，主动适应经
济发展新常态，攻坚克难，实现了“十三五”良好开局，全年完成公路水路固定资
产投资 1500 亿元，同比增长 20%，约占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的 12%、全国交通投资
的 8%，投资总额位居全国行业第一，实现历史性突破，为贵州经济和全国交通稳
增长作出了积极贡献。2017 年贵州明确的交通运输发展主要目标，一是确保确保今
年要完成交通投资 1900 亿元，其中公路水运投资 1650 亿元，同比增长 10%，连续
四年实现投资总额超千亿，保持投资高位增长。
据悉，2016 年贵州交通运输系统共筹集到交通建设资金 1559 亿元，其中高速
公路建设融资到位资金 1018 亿元，实现历史性突破。
融资到位为项目建设增加了强劲的动力，2016 年贵州新开工高速公路项目 9 个
618 公里，在建高速公路项目达 27 个 1705 公里，新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 305 公里，
全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 5433 公里;桥梁建设实现两个“世界第一”，建成世界第一
高桥毕都高速北盘江特大桥和世界上跨径最大的钢桁梁斜拉桥贵黔高速鸭池河特大
桥，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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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贵州还着力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以“股权合作 EPC 运营期补贴”模式
启动了 13 个 923 公里高速公路 PPP 项目建设，社会资本投资贵州省高速公路项目
38 个 2771 公里，总投资 3211 亿元，占全省高速公路建设总投资的三分之一，铜仁
至怀化等 3 个高速公路纳入全国第三批 PPP 示范项目，占全国的九分之一，被国家
有关部委专家评价为可复制、可借鉴、可推广的“贵州 PPP 模式”新样本。

（摘自：中国经济导报, 2017-1-11）
 阿富汗公共工程部与中企举行公路项目签约仪式
喀布尔消息：据阿富汗媒体报道，阿富汗公共工程部 8 日在阿总统府与中国路
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举行巴米扬至萨曼甘公路修复与改造项目签约仪式，阿富汗总
统加尼、第二副总统丹尼什与中国驻阿富汗使馆临时代办张志新出席。这是近年来
中企在阿规模最大、金额最高的承包工程项目。
该公路项目是阿“国家南北走廊”的第二段，连接萨曼甘省达拉苏夫地区与巴
米扬省亚考朗地区，全长 178 公里，总造价约 2.05 亿美元，由亚洲开发银行投资。
该公路项目对于改善阿交通运输条件，助力该国经济发展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摘自：人民日报, 2017-1-10）
 中国能源建设董事会审议通过收购 3 家高速公路公司议案
近中国能源建设(03996)发布公告，于 2017 年 1 月 11 日，该公司附属葛洲坝股
份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山东高速济泰东
线公路有限公司并投资建设济南至泰安高速公路的议案》、《关于收购山东高速巨单
公路有限公司并投资建设国家高速德上线巨野至单县(鲁皖界)段高速公路的议案》
及《关于收购山东高速枣菏公路有限公司并投资建设日照(岚山)至菏泽公路枣庄至
菏泽段高速公路的议案》。

（摘自：智通财经网, 2017-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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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营管理
 交通运输部出台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方案
日前，
《交通运输部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方案》
（简称《方案》）出台。
根据《方案》，交通运输部将进一步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切实提高政务服务质量与效
率，2017 年年底，将建成高效便捷的一体化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全面公开部政务
服务事项，政务服务标准化、网络化水平显著提升；2020 年年底前，将实现互联网
与部政务服务深度融合，政务服务质量与效率大幅提升，企业和群众办事更方便、
更快捷、更有效率。
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方案》
坚持新发展理念，优化服务流程，创新服务方式，推进数据共享，明确了优化再造
政务服务、提升网上平台服务能力和夯实支撑基础三大任务，做到事项管理规范、
网上办理高效、信息公开透明、服务便民利民。
在优化再造服务方面，
《方案》要求，要依据法定职能，编制政务服务事项目录，
对部行政许可等政务服务事项实行编码管理，并通过部政府网站向社会公开发布。
要优化网上服务流程，按照“目录化、标准化、电子化”要求，规范和完善办事指
南，建立公众参与机制，积极推动电子证照等应用。要推进服务事项网上办理，做
到“应上尽上、全程在线”。要创新网上服务模式，会同相关部委，加快政务信息资
源互认共享，逐步开通手机 APP 和微信端的相关查询服务。要全面公开服务信息，
确保线上线下信息内容准确一致。
《方案》提出，将推动网上办理平台对接中央政府门户网站，通过技术手段对
服务事项实行全流程动态监督，提供时限预警等功能。今后一个时期，交通运输部
将大力推进行业信息资源开放共享，加快推动综合交通运输大数据应用中心建设，
推动部省数据资源共享与业务协同，加强海事网站集约化建设，支持大数据产品及
增值服务的社会化开发。同时，
《方案》明确，建立健全制度标准规范，加强部政府
网站网络安全建设，提高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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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交通运输部网站, 2017-1-9）
 公路工程标准勘察设计招标文件等 6 个文件征求意见
交通运输部网站日前发布《关于征求公路工程标准勘察设计招标文件等 6 个征
求意见稿意见的函》，就《公路工程标准勘察设计招标文件》（征求意见稿）、《公路
工程标准勘察设计招标资格预审文件》
（征求意见稿）、
《公路工程标准施工招标文件》
（征求意见稿）、
《公路工程标准施工招标资格预审文件》
（征求意见稿）、
《公路工程
标准施工监理招标文件》
（征求意见稿）、
《公路工程标准施工监理招标资格预审文件》
（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截止日前为 2017 年 1 月 31 日。

（摘自：交通运输部, 2017-1-4）

 学会动态
 招商公路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1 月 16 日下午，招商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招商公路”）和
交通运输部路网监测与应急处臵中心（ 简称“部路网中心”）在招商局大厦举行战
略合作签约仪式。在招商局集团副总经理、招商公路董事长邓仁杰，部路网中心主
任李作敏的见证下，高速公路运营管理分会理事长、招商公路总经理王秀峰与部路
网中心副主任孔凡国代表双方签约。仪式由高速分会常务副理事长、招商公路副总
经理吴新华主持。
仪式前，双方进行了友好会谈。邓仁杰首先对部路网中心在招商公路发展过程
中给予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随后简要介绍了招商局集团旗下交通运输板块业
务情况和招商公路近两年的发展状况，并对双方战略合作后的发展布局进行了展望。
他谈到，招商公路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通过市场化方式，快速成长为跨区域布局
的全国性高速公路公司，行业地位和影响力大幅提升；
“十三五”时期，招商公路将
按照“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目标，立足主业持续提升主控高速公路里程规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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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高速公路智慧服务为切入点，推进实施“五网合一”规划，打造公路产业互联
网，构建智能交通生态圈，推动实现转型发展。他表示，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承担
全国路网运行监控、应急处臵、出行信息服务、全国 ETC 联网等重要管理职能，拥
有丰富的公路出行信息资源，双方的合作有基础，可实现优势互补，招商公路将“以
商业成功推动时代进步”为使命，按市场化机制、以科技公司方式推进双方战略合
作，占领出行信息服务时代的行业制高点，共同推动“互联网+便捷交通”战略落
地和公路行业服务水平的持续提升。
部路网中心李作敏主任表示，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是部路网中心 2017 年开局
的第一件大事，部路网中心一直寻求与具有行业领先地位的企业合作，招商公路是
伴随着中国公路行业发展而成长起来的优秀企业，为行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双
方合作的基础好、目标方向一致、责任使命相同，他对招商公路的发展充满信心，
对双方的合作充满信心，对双方共同推动提升公路出行服务水平充满信心。
本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标志着招商公路与部路网中心建立起长期全面
的战略合作关系。根据协议，双方将坚持“服务至上、互惠多赢，行业引领、协调
推进、市场运作、提质增效”原则，在高速公路“营改增”服务、中国交通广播、
智慧路网建设、大数据应用、全国智慧公路基金等领域开展合作，共同致力于促进
提升全国公路网智能化水平、提升全国公路网运行管理水平、推动提升全国公路网
基础设施健康水平和资源使用效率，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参加会谈和见证签约的还有部路网中心副主任王刚、副主任俞卫江，招商公路
常务副总经理韩道均、常务副总经理姜岩飞、财务总监刘先福、副总经理陈元钧等。

（本期编辑：杨伟文

审核：陈德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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