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晋政办发〔２０２１〕９６号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交通强国建设山西省试点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市、县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各委、办、厅、局:

«交通强国建设山西省试点实施方案»已经省委、省政府同意,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３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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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强国建设山西省试点实施方案

为推进我省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工作,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认

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关于交通强国建设的决

策部署,在交通运输与旅游融合发展等五个方面先行先试、蹚出新

路,探索形成推进交通强国建设的有效模式、实施路径和创新机

制,打造资源型经济地区推进交通强国建设的样板,为建成“人民

满意、保障有力、世界前列”的交通强国作出山西贡献.

(二)基本原则

———坚持政府推动、市场运作.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充分

发挥市县政府的积极性、主动性,分工负责、部门协同,强力推进交

通强国建设试点工作.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

用,使市场主体成为交通强国建设的主要力量.

———坚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紧密结合我省交通运输基础

条件,把握优势,突出特色,集中要素,打造亮点,先行先试,率先蹚

出推进交通强国建设的新路来.

———坚持问题导向、创新引领.抓住山西交通运输发展的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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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性特征,聚焦交通运输领域突出问题,更加注重质量效益、一体

化融合发展、创新驱动,打造具有一流设施、一流技术、一流管理和

一流服务的交通运输体系,形成具有国内领先水平、可复制、可推

广的成果与经验.

(三)试点目标

在交通运输与旅游融合发展、高密度中等城市交通拥堵治理

与绿色出行、智能网联重载货运车路协同发展、绿色高效物流服务

体系建设、普通公路重载运输建设等方面,力争用１－２年取得阶

段性成果,用３－５年形成一批可复制、在全国具有引领性的示范

项目、政策规划和技术标准、行业规范.

———建成结构合理、设施完善、功能齐全、特色突出、服务优良

的省域旅游公路网和多层次、多元化旅游客运网以及全方位、一体

化旅游交通信息服务平台,有效促进文化旅游业发展壮大,助力乡

村振兴.

———依托阳泉市建成绿色、高效、智慧、平安的山区高密度中

等城市现代综合交通模式,有效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实现公众绿色

便捷出行.

———建成全国首个智能网联重载货车编队开放测试、验证和

示范基地,构建车路协同领域数据标注支撑体系,完善智能网联重

载的道路基础设施和通信技术.

———打造以铁路为主的大宗货物多式联运示范工程,建立“互

联网＋”高效绿色物流运输组织模式,实现货物运输结构优化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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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更好地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打造普通公路重载交通“建管养运”样板示范区,建立重

载运输治理体系.

二、试点任务

(一)交通运输与旅游融合发展试点

１．试点内容

(１)建设交旅融合基础设施.一是打造以旅游公路为主的“交

通＋旅游”产品.以专用性、安全性、智慧型、环境友好型旅游公路

为导向,建设黄河、长城、太行三个一号旅游公路１００００公里,形成

“快进慢游深体验”全域旅游公路网.突出自然景观风貌、地域文

化特色,依托三个一号旅游公路主线,打造结构合理、设施完善、功

能齐全、特色突出、服务优良的旅游公路风景道１０００公里,构筑新

型旅游功能区.推进旅游公路与铁路、航空有机衔接,在太原、大

同、长治、运城等中心城市利用汽车客运站建设３—５个城市候机

楼,在不通高铁的县(市)布设高铁简易候车室,打通“最后一公

里”,构建结构合理、层次分明的综合旅游交通网.二是完善旅游

公路配套服务设施.结合旅游资源分布和旅客量需求,在旅游公

路沿线因地制宜布设慢行道(步道、自行车道)１０００公里、驿站６０

个、房车营地４０个、观景台１２０个.三是完善旅游公路信息服务

设施.在三个一号旅游公路“０km”标志系统的基础上,逐步完善

统一规范、层次分明、指路与指景相协调的全域标志信息指引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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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提升旅游运输服务品质.一是建设一批“交通＋旅游”集

散中心.依托机场、火车站、汽车客运站等资源,在太原、晋中、忻

州、长治、晋城等旅游城市和五台山、平遥古城、壶关八泉峡、介休

绵山等旅游景区建设一批旅游集散中心或旅游客运“超市”,吸引

旅行社、旅游客运企业进驻,开展线上线下双向服务.二是加强旅

客联程运输体系建设.以城市公交为主要接驳方式,开通太原机

场—客运东南站(高铁站)—火车站、晋中高铁站—晋中客运总

站—榆次火车站、忻州高铁站—忻州客运站—忻州火车站、晋城火

车站—客运东站—高铁东站等公交客运专线.完善省域客运联网

售票系统功能,采取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方式,积极推进跨运输方式

客运联程系统建设,推广普及电子客票.三是打造旅游定制客运

服务品牌.以设区市为单位,整合辖区内班线客运、旅游客运、汽

车租赁等各种运输方式,为团体游客、散客提供共性或个性化旅游

出行定制服务.四是构建“城景通、景景通”旅游客运网络.以忻

州市—五台山景区为试点,发展高铁站至辖区内主要景区直通车

客运.积极开通吉县壶口瀑布—克难坡景区、平顺县天脊山景

区—通天峡景区、偏关县老牛湾景区—万家寨库区、榆次老城—灵

石王家大院等一批重点旅游专线.五是探索创新普铁开行动车、

开行“慢火车”等旅游交通产品.利用太中银铁路和韩原线开通太

原—吕梁、原平—大同动车组,积极探索“慢火车”旅游方式,持续

抓好太原—蔡家崖、介休—阳泉曲、太原—灵丘、忻州—河边、宁

武—岢岚等线路的运营服务工作,推进铁路运输与旅游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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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推动“大数据＋旅游交通”融合发展.一是推进智慧旅游

公路建设.依托三个一号旅游公路,从晋中环城绿道起步,先行启

动智慧旅游公路系统建设,建成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慧基础设施

和泛在感知网络,汇聚整合各类交通要素信息和交通状态数据,开

展旅游公路综合运行分析,推进人、车、企业资质信用信息和车辆

轨迹动态跟踪数据融合,为“畅安舒美”出行提供智能感知和数据

支持.二是推动旅游公路大数据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加强交通、

旅游、市场监管等部门间信息双向、多向整合,推动旅游客运班线、

景区公交、票务信息、住宿购物等数据共享共用,依托第三方推广

交通旅游 App移动终端,实现旅行社、导游、景区景点、汽车租赁、

班线等旅游交通信息查询一体化,车票、门票、住宿一体化预订和

结算.三是积极推动旅游公路应急处置系统建设.以客流、车流

较大的旅游公路路段为样本,建立“交通旅游云”数据和技术模型,

对旅游大数据进行分类统计和综合分析,提供重点时段、重点景区

客流预测和信息服务.搭建基于 AI技术的视频管理平台,提供

监测预警和应急指挥等服务,着力构建“事前限流、事中分流”的应

急处置体系,提升旅游交通应急保障能力.

(４)推动“通用航空＋旅游”发展.一是加快通用机场建设.

实施通航机场布局规划,建设芮城、灵丘、阳高、万荣等通用机场,

太原武宿机场提供公务机保障服务,运城、长治、大同、吕梁、临汾、

五台山等６个运输机场具备通航保障能力.着力打造以太原为中

心,大同、吕梁、临汾、长治等市为节点的环飞短途运输航线,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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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大同、临汾—吕梁、尧城—长治、尧城—吕梁、长治—大同、

临汾—五台山６条航线,积极谋划省际航线,构建多层次、高效率、

广覆盖的通用航空网.二是大力发展低空旅游.在黄河、长城、太

行三大旅游板块选择具有良好空中观感、地面及空域条件适宜的

重点景区,积极发展以“空中观光＋飞行体验”为主要内容的低空

旅游项目,打响“空中看山西”旅游品牌.陆续开通碛口古镇、偏关

老牛湾、王莽岭、皇城相府和以晋城、长治为主的南太行片区低空

旅游项目.

(５)推动体制机制创新.一是完善促进交旅融合发展的部门

协作机制.省交通厅与省文旅厅、省财政厅等有关部门加强沟通、

分工协作,建立交通运输与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联合会商机制.

二是健全旅游公路发展政策规划标准.修订完善«黄河、长城、太

行三个一号旅游公路规划纲要»«黄河、长城、太行三个一号旅游公

路资金管理办法»,以地方标准形式出台«旅游公路设计技术指

南»,制定出台«山西省旅游公路智慧化设计技术指南».三是加强

旅游交通市场监管.综合运用“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信用监管、

“互联网＋监管”、重点监管等方式,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围绕建立

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完善旅游交通服务质量投诉处理

制度,建立健全旅行社、旅游客运企业和从业人员“黑名单”制度,

加强信用联合奖惩.四是积极探索低空飞行等旅游交通新业态的

协同管理模式,建立市场规则和监管制度.

２．预期成果

—７—



到２０２２年底,建成黄河、长城、太行三个一号旅游公路６０００

公里,打造一批体现山西特色的精品旅游公路和旅游公路产品,基

本形成三大旅游板块主线串联、支线循环、连接线成网的“城景通、

景景通”全域旅游一张网格局.“交通＋旅游”集散中心建设取得

显著进展,旅客出行便捷度明显提升.形成旅游公路设计标准规

范.旅游交通信用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完善.

到２０２５年底,建成结构合理、设施完善、功能齐全、特色突出、

服务优良的省域旅游公路网络.机场到重点旅游景区的客运班线

网络更加完善,航空运输网络服务能力显著提升.实现运输客票、

景区门票一体化预订和结算.“空中观光＋飞行体验”低空旅游广

泛推广.交通与文化、旅游、生态融合发展.

(牵头单位:省交通厅、省文旅厅,实施单位:各市政府、山西交

控集团、山西通航集团等)

(二)高密度中等城市交通拥堵治理与绿色出行试点

１．试点内容

(１)建设以“空中巴士”为主干的立体化多层次公共交通系统.

充分利用阳泉市城区桃河岸线资源,沿两岸规划建设“空中巴士”

轨道交通,建立城市快速公交系统,路线全长１６公里、设站１０座,

全流程采用光伏、能量回收利用和市政供电,实现零排放无污染.

提升地面交通服务能力,在不占用道路资源前提下,开辟新的交通

走廊,解决城市“动脉主干”不通畅、公共交通运力不足的问题,形

成以“空中巴士”为骨干、常规公交为基础、支线和微公交为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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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枢纽为链接的绿色、安全、高效、快捷的多层次公共交通体系.

(２)推广应用节能和新能源车辆.在城市公交、短途道路客

运、旅游景区观光、政务保障等服务领域,加强节能和新能源车辆

规模化推广应用.加大对充电基础设施的补贴力度,将新能源汽

车购置补贴资金逐步转向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及运营环节,落实各

种形式的充电优惠政策.加强城市公交枢纽、停车场、首末站充电

设施布设,加快构建便捷高效、适度超前的充电网络体系.

(３)完善慢行交通系统.完善步行和自行车配套交通基础设

施,新建、改扩建城市道路全部设置步行和自行车道.依托山体、

水体和绿地,规划市域范围内自行车道与绿道系统,充分挖掘城市

次支路网及街区小巷资源,建立覆盖建成区的绿色步道和自行车

道混合慢行交通网络,并通过科学布局自行车停车场等配套设施,

实现与机动公交有效衔接,打通居民出行“最后一公里”.

(４)推进综合交通枢纽建设.推进阳泉综合交通客运枢纽建

设,健全铁路、公路客运与城市公交“零距离”换乘体系.完善城市

公交首末站系统,科学布局私家车、自行车停车场,推进铁路、公路

与城市公交“零距离”便捷换乘.

(５)提升城市交通智慧化水平.一是推进智慧公交系统建设.

推广电子站牌、手机 App等信息产品,建设基于大数据和移动智

能终端应用的城市出行服务体系,为公众提供准确可靠的公交车

实时位置、预计到站时间等信息服务.二是提升城市交通智能管

理水平.推广城市道路及标志标识的数字化、智能化应用.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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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集指挥调度、信号控制、交通监控、交通执法、车辆管理、信息

发布于一体的城市智能交通管理系统.强化城市交通运行状况、

卡口数据、营运车辆位置数据等共享交换,提升城市交通协同管理

水平.三是强化交通出行信息引导.合理布设交通出行动态信息

板等可视化智能引导标识,建设涵盖枢纽、停车、充电设施、进出城

市交通量等信息的多元化、全方位出行引导系统.

(６)引导公众公交出行.探索建立小汽车长时间停驶与机动

车保险优惠减免相挂钩等政策.推进阶梯优惠票价、优惠换乘、累

计折扣票价、定制公交等政策实施.在供需失衡、交通压力大的区

域或路段,试行小汽车分区域、分时段、分路段通行管控,实施差别

化交通管理.

２．预期成果

到２０２２年底,完成“空中巴士”快速公交等工程开工前期手

续.基本完成市区公交车、出租车、环卫车、配送车采用新能源或

清洁能源车辆替换,合理布局新能源车充电桩.共享助力自行车、

电踏车等设施设备有序投放,形成布局合理的共享自行车系统.

城市出行服务体系更加完善,电子站牌、手机 App等产品得到广

泛应用.小汽车差别化交通管控、阶梯票价、优惠换乘、累计折扣

票价等优惠政策实施效果初显,公共交通出行分担率、绿色出行比

例明显提高.

到２０２５年底,新建、改扩建城市道路１００％配备慢行系统,形

成覆盖建成区的步道、自行车道慢行交通网络.建成“空中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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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公交系统,形成空中、地面公交相结合,多种运输方式互为补

充的城市立体公共交通体系.实现公共交通与铁路、公路等运输

方式“零距离”换乘.城市交通拥堵得到有效治理,公共交通出行

分担率(不含步行)达到３５％.城市交通污染明显缓解,绿色出行

比例达到７０％以上.形成山区高密度中等城市交通拥堵治理的

制度标准规范,城市交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

升.

(牵头单位:省交通厅,实施单位:阳泉市政府)

(三)智能网联重载货运车路协同发展试点

１．试点内容

(１)建设车路协同测试路段.推进五台山至盂县高速公路(１５

公里)测试区域、阳泉市大连街双向城市道路(１０公里)测试区域

建设,并逐步增加测试里程,向路网测试扩展.构建多元感知的物

联网,包括定位系统、雷达系统、视频系统和气象感知系统等.建

设５G极速通信网,依托现有５G资源,建设覆盖全测试路段的５G

通信网络,搭建多源数据融合的边云协同平台,包括一个用于数据

存储、计算和分发的云平台,以及多个位于测试路段附近的雾平台

(或边缘计算平台).推进智能运控系统建设,集成所有感知信息,

包括服务器、监控屏幕、指挥中心等.建设清洁高效的供电系统,

测试区域由公用电网提供电力支持,创新建立一套清洁高效的供

电系统,以太阳能、风能供电形式为部分电子设施设备提供电力保

障.建设数字孪生系统,包括测试范围内基础设施的数字化(B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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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交通的数字化、各类感知信息的数字化.研发改装可在车

路协同测试区域内开展测试和示范的L４级智能网联汽车.

(２)构建车路协同数据标注支撑体系.依托百度云计算中心

(阳泉)二期工程,构建车路协同数据标注支撑体系.引进百度公

司自动驾驶车辆研发技术,完善提升百度智能网联货车智能化水

平.一是开展智能网联货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充分利用各种创

新资源,加快智能网联货车关键零部件及系统开发应用,重点突破

智能网联货车复杂环境感知、新型电子电气架构、车辆平台线控等

核心技术.加快推动智能车载终端、感知器件的联合研发和成果

转化,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高精度定位及动态地图等技术在智能

网联汽车上的应用,实现对智能网联汽车的精确、协调和可靠控

制.二是构建智能网联货车决策控制平台.完善适合深度学习的

软件开发环境,加快形成适合重载货运道路状况的 L４级以上智

能网联汽车计算基础平台架构设计,满足对车辆动力底盘和车身

电子部件的安全、快速、有效控制要求,初步搭建中国标准智能网

联货车场景数据库.

(３)建立配套基础设施体系和通信技术体系.深入挖掘道路

基础设施智能化解决方案,重点突破道路基础通信、基础设施和附

属设施、性状和环境感知与交互等与自动驾驶车辆的协同与融合

的技术瓶颈,提升智能车辆与智能公路一体化程度.一是研发重

载公路路域信息智能感知、融合以及车路交互技术.主要研究面

向自动驾驶的路面状态智能感知技术、面向自动驾驶多源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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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融合技术、变场景下公路成像路域信息智能识别技术以及重

载车路信息交互技术等.二是建立面向自动驾驶重卡的全面智能

化路域基础设施设计体系.主要研究道路施工区域信息的感知与

发布技术,特殊路段基础设施智能化设计方法等.三是研发重载

公路车路协同应用风险评估与预警防控技术.重点研发车路协同

试点应用数据深度融合技术,形成车路协同试点应用运行风险评

估技术和预警防控技术.四是开展智能网联重载公路车路协同技

术集成研究.充分集成与融合自动驾驶路域全息感知技术、公路

智能化路域基础设施设计体系以及智能网联货车编队的车路信息

交互技术,主要包括面向自动驾驶车辆的路域全息感知测试、智能

网联车路信息交互技术集成应用、自动驾驶车辆的运行和应急能

力测试与验证等.五是建立“５G＋北斗”高精度定位解算平台.

组建１５公里高速路段和１０公里城市路段全覆盖的５G 通信网

络,形成面向车路协同的高频次、大并发数据的低时延、高可靠性

的通信网,用于车路通信、车车通信、边缘计算等.在高速公路沿

线同时布设光纤传输通道,用于各类信息的有线传输.

(４)加强车路协同创新应用.以智能网联重载货运车路协同

测试路段为依托,以百度云计算中心为龙头,以阳泉科技创新园为

载体,加强省、市多层次资金投入、平台嫁接、数据共享、人才引进,

建设云计算大数据应用中心和创新中心,开展智能网联货车整车

研发,培育车载智能终端、车载即时通信、路测传感设备、５G基站

与通信等关联产业,积极探索产学研用合作新模式、新路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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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标准制定、测试检测、安全评估、数据共享、人工智能标注等环

节,加快构建车路系统智能物联网产业生态、以大数据存储和分析

挖掘服务为核心的高性能大数据产业生态,构建智能物联车路协

同全国领先、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产业活力迸发的新型产业创新发

展生态.

２．预期成果

到２０２２年底,覆盖高速公路和城市道路的智能网联重载货运

车路协同测试路段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基本形成智能网联重载货

运配套基础设施体系和通信技术体系.

到２０２５年底,依托阳泉云计算中心二期工程,建成车路协同

领域数据标注支撑体系.形成道路基础设施和通信技术的综合解

决方案.出台智能网联重载货运车路协同领域标准规范、政策制

度.实现开放环境下头车人工驾驶、后车车路协同自动驾驶的编

队运行测试.建成智能网联重载货车编队开放测试验证基地.完

成L４级以上智能网联重载货车研发,重载货车智能化水平显著

提升.

(牵头单位:省交通厅、省工信厅、省通信管理局,实施单位:阳

泉市政府,山西交控集团、中国移动山西公司)

(四)绿色高效物流服务体系建设试点

１．试点内容

(１)推动大宗货物运输结构调整.一是推动大宗货物“公转

铁”运输.完善以铁路为主的大宗货物运输体系,优先保障煤炭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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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运输.积极争取中国铁路总公司价格政策,缩小公铁运输价差,

对物流量较大的重点企业给予支持.二是着力打造我省至唐山港

等港口和京津唐地区、东北地区钢厂煤焦精品线路及到达西北地

区氧化铝运输精品线路.开通大同—秦皇岛(唐山港)铁海联运煤

炭精品线路.三是开展驼背运输等先进运输组织方式研究,２０２５

年前投入运营.四是在晋中等市开展公路运输“散改集”试点,引

导物流企业开展集装箱运输,有效降低货损货差,提高运输服务质

量.五是积极培育大宗货物多式联运经营人.依托中鼎物流、山

西方略等多式联运示范项目,培育多式联运经营人,发展“一单制”

联运服务模式,实现货物“一站托运、一次收费、一单到底”.

(２)推进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重点推进太原、大同、临

汾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加快太原穗华物流园、华远(大同)国际陆

港、潞城潞铁智慧物流产业园、壶关金烨国际５G智慧物流园、洪

洞陆港型国家级综合物流园区建设,支持中鼎物流园区、山西方略

保税国际陆港口岸园区、经纬通达内陆港综合物流园区做大做强

多式联运功能,发展新型陆港经济;引导干线运输、区域分拨、多式

联运、仓储服务、城乡配送、加工贸易、电子口岸等物流服务资源向

园区集聚,推动园区向供应链组织中心、资源配置中心转变.

(３)推动绿色货运配送发展.一是大力推广新能源和清洁能

源车辆.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在太原、大同两市先行推动邮政车辆、建

成区新增物流配送轻型车辆使用新能源或清洁能源.２０２３—２０２５

年,全省设区市新增和更新邮政、轻型物流配送车辆原则上采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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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或清洁能源汽车.加大对新能源城市配送车辆充电设施建设

的用地、资金等支持力度,同步建成满足新能源或清洁能源汽车需

求的充电桩、加气站(甲醇加注站)等设施.二是建设城市绿色货

运配送网络,创新城市配送组织模式.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太原、大同

两市完成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城市创建任务,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示

范经验.２０２３—２０２５年,在设区市推广积极发展适合当地实际的

末端自提配送模式和共同配送、夜间配送、智能投递等集约化运输

组织模式,积极探索无人机配送模式.三是完善城市配送协同机

制.各市要同步制定出台城市配送政策制度,加大对城市绿色货

运配送的支持力度,探索建立城市绿色货运配送车辆通行许可证

发放和路权优先机制,形成政府主导,交通运输、商务、公安等部门

密切联动,社会积极参与的城市绿色货运配送工作格局.四是推

进农村客运、货运、邮政快递融合发展,统筹解决农民群众幸福出

行、物流配送、邮政寄递“最后一公里”问题.依托城乡交通运输一

体化示范县创建和农村物流服务品牌宣传推广工作,推动农村客

货邮共享站场运力资源,共建运输服务网络,打造农村客货邮融合

发展样板,并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应用.各市至少打造１个样板县、

建成１个以上客货邮综合服务站、开通２条以上客货邮合作线路,

构建“一点多能、一网多用、功能集约、便利高效”的农村运输服务

发展新模式.五是研究制定推广农村物流创新模式的工作方案,

重点推进体制机制、基础设施、运营线路、运输信息等融合发展,推

动建立交通运输、邮政、供销、商务等部门协同配合的体制机制,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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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多站合一、资源共享的基础设施体系,推进城乡客运、邮政快递、

农村物流等既有网络、运力资源共享,推动客货邮等信息共享对

接,实现农村客货邮深度融合发展.

２．预期成果

到２０２２年底,煤炭等大宗货物运输结构调整取得阶段性成

效.重点培育南北同蒲线块煤、焦炭等适箱货物集装箱运输,形成

煤炭运输集装箱精品联运线路.加快推进中鼎物流园区、山西方

略保税国际陆港口岸园区２个多式联运物流园区建设,大宗货物

多式联运经营人培育取得良好效果.太原、大同完成新能源、清洁

能源城市配送车辆发展和充电(加气等)设施建设.完成省内绿色

货运配送示范城市创建.完成１０个客货邮融合发展可复制、可推

广的示范县建设.

到２０２５年底,煤炭运输“散改集”比例稳步提升,以铁路为主

的大宗货物运输结构调整取得显著成效,大宗货物运输铁路占比

达到５０％以上.现有１３９家(年产量１５０万吨以上)重点煤矿企

业接入铁路专用线,煤炭、焦炭铁路运输比例达到８０％以上,运距

５００公里以上的出省煤炭基本采用铁路运输.形成大同—秦皇

岛、唐山港和瓦塘—日照港大宗货物运输铁海或公铁精品联运线

路,培育中鼎物流园区、山西方略保税国际陆港口岸园区２家大宗

货物多式联运和快成、贵恩博(成丰)等一批网络货运龙头企业.

基本形成功能布局完善、衔接高效顺畅、辐射范围广泛、支撑产业

发展的货运枢纽网络体系,服务效能大幅提升,４０％以上的县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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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

(牵头单位:省交通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信厅;实施单位:太

原市、大同市政府,太原铁路局等)

(五)普通公路重载运输建设试点

１．试点内容

(１)研究编制重载交通全路网规划.结合我省产业结构调整、

“公转铁”政策、路网结构特征,以及重载交通变化规律,编制全省

域重载交通公路网规划.

(２)推进重载交通试验路段建设和示范工程创建.推进晋城

国道２０７线新房洼至省界段、国道２０７线长治过境段重载交通试

验路建设,积极创建重载交通典型示范工程.在试验路段开展重

载交通长寿命典型沥青路面结构、新型高模量抗疲劳沥青路面、抗

重载桥梁无缝式伸缩缝技术、智能化远程化施工过程质量控制系

统等技术实施,对急弯陡坡、视线不良、长大纵坡、停车错车区等进

行改造设计,提升公路通行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

(３)开展重载运输公路建设技术、运营管理制度研究.运用重

载运输试验路段成果,通过全周期数据采集和分析研究,逐步从公

路性能保存与提升、安全服务保障、资源再利用、智能化施工质量

控制等方面形成重载运输公路建设相关技术和标准体系.开展重

载公路运输管理制度课题研究,形成相关管理制度,为重载交通运

输安全运营管理提供制度支撑.

(４)推进重载运输公路“建管养运”协同发展.推广重载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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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建养技术,改造建设重载公路网.研究制定重载运输公路管

理规范,引导重载车辆合理选择通行路线.在晋中市探索重载公

路“建管养运”新模式,建设重载运输通道.

(５)建立普通公路重载交通治理体系.以已建成投入运营的

重载运输公路为载体,分类开展重载交通针对性养护技术研究,推

动形成重载交通养护体系.以晋中示范区建设为试点,聚焦安全

监管、行政审批等,推动形成重载运输综合治理体系.

２．预期成果

到２０２２年底,完成重载运输全路网规划编制,铺筑建成重载

运输试验路段,并打造两段重载交通典型示范工程.

到２０２５年底,建立完善重载运输公路建设领域技术标准、规

范体系,发布«普通干线公路重载交通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普

通干线公路重载交通隧道设计技术指南»«高模量抗疲劳沥青混合

料设计与施工技术规范»«山西普通干线公路重载交通建设提升技

术指南»«重载交通条件下普通公路安全设计和保障技术指南»«重

载交通普通公路沥青路面冷再生应用技术指南»等多项山西省地

方标准及技术指南.完成晋中市重载运输通道建设,推动集超限

治理、安全应急保障、大件运输审批、路况监测预警等于一体的重

载运输治理体系建设.重载运输普通公路的使用寿命和服务水平

显著提升.研究制定«重载交通养护管理办法»«重载交通运营管

理办法»等相关制度规范,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管理养

护运营制度体系.

—９１—



(牵头单位:省交通厅,实施单位:省公路局)

三、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保障.交通强国建设试点任务已列入省委“十

四五”转型综改试验区重大改革规划,并纳入各市和有关部门年度

考核.省推进交通强国建设领导小组统筹协调推进试点工作,加

强政策协同、工作协调、日常调度和监督考核,及时解决试点工作

中的问题和困难,确保试点任务顺利推进、圆满完成.

(二)强化政策支持.对符合条件的试点任务,优先纳入省、市

“十四五”交通运输发展规划,并积极争取纳入交通运输部“十四

五”发展规划.用好现有资金渠道,充分发挥各级财政资金的引导

作用,健全资金投入保障机制,强化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创新筹融

资模式,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加大“放管服”改革力度,试点项

目全部进入各级行政审批“绿色通道”,简化程序,加快审批.切实

加强用地供给,试点建设项目按省重点建设项目优先保障.

(三)强化考核评估.建立试点工作日常监督、动态考核与监

测评价制度,明确任务书、责任人、时间表,研究制定考核办法,明

确考核指标,强化跟踪评估,确保试点成效与成果质量.加大激励

力度,省财政每年安排１亿元专项资金,对年度考核结果为优良等

次的试点任务给予适当奖励.

附件:交通强国建设山西省试点任务细化及责任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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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委各部门,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法院,省
检察院,各人民团体,各新闻单位.
各民主党派山西省委.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３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