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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驾马车”齐驱并进，“奔”出三湘大地70年巨变
●全省公路总里程已达24万公里 ●天然气管网覆盖63个县市区 ●已建成各类水库1.4万座 ●从千人1.2部电话到“5G作品”层出不穷

“智能制造”让高速公路
建设更“聪明”

目前，我省今年的重点建设
项目———常宁至祁东高速公路
已开工建设。8月2日，记者实地走
访了常祁高速的建设现场，一些
智能化的设备应用让高速公路
的项目建设越来越“聪明”，不仅
仅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还有效
地保证了工程质量。

在常祁高速二标钢筋加工
场内，记者看到一台白色的“神
器”正伸着长长的“臂膀”，来回
移动对一根形如钢筋架的设备
进行焊接。项目总工刘树告诉记
者，该“神器”实为一台FDV6L焊
接机器人，其正在焊接的设备是
桥梁盖梁的骨架片。

“传统的人工焊接作业难度
较大，其产品的加工精度主要靠
工人的肉眼来确保， 误差在1厘
米左右。而这台焊接机器人可代
替6个一流的焊接师傅， 一天就
可焊接出4个骨架片， 大大提高
了工作效率。而且，产品的加工
精度可以精确到0.08毫米， 这是
人工焊接达不到的。因此，我们
现在所在的这个现代化加工场
只需11人即可完成原来29人才能
完成的工作量。”刘树说。

常祁高速公路公司经理唐
承铁介绍，目前两个标段正全力
以赴加快建设，将确保圆满完成
年度目标任务。力争到2022年，把
常祁高速建设成为一条优质、安
全、高效、和谐、优美的高速路。

高速公路从无到通车里程居
全国第4位，长沙可高铁直达全国
23个省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综
合交通体系日益健全； 从“难用
能”到“用上能”，再到“用好能”的
跨越式发展，湖南能源改变“卡脖
子”现象；从新中国成立前的一片
空白到全省已建成各类水库1.4
万多座，占全国的1/7，综合水利
建设成就斐然； 从获取信息靠广
播和报刊到移动通信、 互联网宽
带“飞入”寻常百姓家，信息网络
建设突飞猛进……这一个个重大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见证着三湘
大地这70年来的巨变， 也成为了
人民群众感受最深、 获得感最强
的重要发展成果之一。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 全省
上下大力推动交通、能源、水利、
信息“四张网”建设，基础设施网
络不断优化，质量持续提升，服务
能力显著增强， 有力支撑引领经
济社会发展和富饶美丽幸福新湖
南的建设。9月10日， 省政府新闻
办召开湖南省庆祝新中国成立70
周年系列新闻发布会第四场，省
发改委和省交通厅发布全省基础
设施建设成就。

■记者 和婷婷

邵阳洞口到长沙这条路，华声在线记者龙
腾历经了公路、高速、火车和高铁的变化。

“大概在2000年初的样子， 我从老家洞
口途经长沙去西安读大学，需要先从洞口坐
3个多小时的汽车， 走320国道到邵阳火车
站； 再乘坐六七个小时的火车到长沙火车
站；之后再换乘去西安的火车。这一趟下来，
单是从洞口到长沙就需要10来个小时。”龙
腾告诉记者，2007年，沪昆高速湖南段邵怀
高速公路建成通车，从洞口到长沙坐汽车只
需要4个小时左右。 去年年底， 洞口又搭上
了怀邵衡高铁的快车道，坐高铁到长沙只需
2个小时了。

70年来， 湖南大力推进交通运输网络建
设，综合交通枢纽体系已基本形成。

截至2018年底， 全省公路总里程已达24
万公里、 位居全国第6， 是新中国成立初期
3142公里的76倍。 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6725
公里， 居全国第4位，122个县市区中121个实

现了30分钟上下高速公路的目标。“一桥飞架南
北，天堑变通途。”矮寨大桥创造了4个世界第一，
习近平总书记亲临视察，并称其为“中国的圆月
亮”。洞庭湖特大桥是世界排名第二、国内排名第
一的大跨径钢桁架加劲梁悬索桥。

铁路网络规模扩大，高铁营运里程达到1730
公里，排名全国第4位。

从1989年建成通航以来，长沙黄花国际机场
已运营长沙、张家界、常德、怀化、永州、衡阳、武
冈、岳阳共8个干支线机场，开通了直飞22个国家
和地区的57条国际和地区航线，2018年全省旅客
吞吐总量达3024万人次。

水运网络能力提升, 通航里程1.2万公里，居
全国第3。城陵矶新港实现港、澳水路直航，开通
了至东盟、澳大利亚的海上接力航线。

城际城市交通网络提质升级。长株潭城际铁
路和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长沙磁浮建成通
车, 长沙市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持续推进1、2、4号
线建成通车……

“‘迎峰度夏’问题不大！”8月初，祁连-韶
山±800千伏直流特高压输电工程（以下简称
“祁韶特高压”）韶山换流站党支部书记蒋久松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从7月下旬开始，因
持续晴热高温，全省用电进入高峰。有了祁韶
特高压支撑，三湘用电不用担心了。

线路总长度2383公里的祁韶特高压，是世
界上首个以输送新能源电力为主的特高压直
流工程。从甘肃省出发，经陕西、重庆、湖北等
省市，进入湖南韶山换流站，为电力供应吃紧
的湖南提供了强大支撑。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湖南电网“卡脖子”现
象普遍，电力供应水平低，电网装机容量仅为

246.95万千瓦。70年来，我省能源事业沧桑巨变，
实现了从“难用能”到“用上能”，再到“用好能”的
跨越式发展。

其中，电力供给大幅增加，极大改变了城乡
面貌和人民生产生活条件。 数据显示，1949年全
省发电装机容量1.53万千瓦、 全社会用电量0.23
亿千瓦时，全省仅800户官商能用上电灯。截至目
前，全省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543万千瓦，拥有火
电、水电、风电、光伏、生物质等各类电源，新能源
装机占比超过15%，比新中国成立时增长了7587
倍。

天然气实现从无到有，省内天然气管网总里
程超过2000公里，覆盖全省63个县市区。

从“封闭堵塞”到“四通八达”，综合交通体系基本形成

能源
从“难用能”到“用好能”，能源保障能力显著提升

蓝天白云下，五强溪水电站巍然横亘沅
江。从87.5米高的坝顶远眺，风烟俱净，水天
一色，高峡平湖，风景如画。

五强溪，一个偏远的地名，因为五强溪
水电站而名闻天下。

从1952年开始地质水文勘测到1986年
复工建设，从12万大移民到1996年5台机组
全部投产发电，湖南首座120万千瓦大型水
电工程，创造了湖南水电建设的壮举，在湖
南水电建设史上立起了一座丰碑。

五强溪水电站建成20余年来，年平均发
电量53.7亿千瓦时，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送
往三湘四水；作为全国防汛重点水库，为洞
庭湖区乃至长江中下游减轻了洪水灾害；大
型船舶可沿高等级航道直抵洞庭湖，千里沅
水已变成一条绿色能源走廊、 交通走廊，造
福百姓。

五强溪水电站的建设发展，是湖南加强
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缩影。

湖南水系发达， 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
水利建设基本处于一片空白，初步统计仅有
小2型水库10余座。70年来，我省水利建设和
管理投入稳定增加，目前已建成各类水库1.4
万座； 洞庭湖流域治理任务、22个蓄洪垸堤
防加固工程基本完成，11个重点垸防洪标准
达到10年一遇，长江142公里干堤全面达标；
相继建成五强溪等防洪控制性枢纽以及东
江、涔天河等骨干水源工程；并通过云计算、
大数据以及“互联网＋”等新技术的运用，进
一步提高防汛决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与上世纪90年代相比，近十年全省年均
因灾死亡人数从415人下降到36人， 洪涝灾
害年均损失率从8.56%下降到0.72%，干旱灾
害年均损失率从1.46%下降到0.16%……全
省初步形成了防洪、治涝、灌溉、供水、发电、
水土保持等综合水利工程体系。

水利
从一片空白到利用计算机防汛抗旱
综合水利建设成就斐然

全国首辆运用5G技术控制的新能源
公交车，近日在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全新亮相，驾驶员通过手机，就能
实现车辆远程操控、实时调度。中国移动
与湘雅医院实验室打造的远程医疗影像
云平台，利用5G技术，10秒左右就能接收
几十张CT和核磁共振的片子， 还能让专
家实时指导基层医生做手术。 三一重工、
湖南移动、中兴通讯携手，正在探索制造
业与5G、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
增强现实等技术的深度融合，共同打造湖
南首个5G智能制造产业园区。

这样特色鲜明的“5G作品”，在湖南层
出不穷。而在几十年前，这是无法想象的。
据统计资料，1977年末， 全省电话用户不
到6.8万户，平均每千人才有1.2部电话。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省信息化网络体
系构建日益健全， 城乡数字鸿沟有效缩
短，移动网络覆盖全面提升,固定互联网
宽带用户达1635.32万户， 移动电话用户
增加到6498万户，14个市州城区实现光
纤宽带网全覆盖。省内所有城区、县、乡、
行政村以及80%自然村实现4G全覆盖，
交通干道沿线4G覆盖达96%以上。 与此
同时，信息消费门槛逐年降低，流量资费
从最初的120元/G降至目前5.4元/G。

此外，在备受关注的5G部署方面，规模
独立组网稳步推进，省会长沙已完成约700
座5G基站的建设，实现了核心商圈、湘江新
区、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和岳麓山国家大
学科技城部分区域的覆盖。 在声势浩大的
5G布局竞速赛中，湖南已经走在前列。

信息
从千人1.2部电话到“5G作品”层出不穷，信息网络建设突飞猛进

备战中秋、国庆“双节”保供电。9月9日，华电长沙电厂，工作人员在水处理值班室巡查设备。
记者 辜鹏博 通讯员 赵阳 摄

2018年9月23日，长沙至香港高铁首发。图为当日上午11时45分，由长沙南站开往香港西九龙站的
G6113次列车抵达香港。 记者 童迪 摄

运营中的湖南
城陵矶新港。
（资料图片） 湖南城
陵矶新港区提供

●湖南 第一
座民用机场长沙
黄花机场开航

●武广高铁开通，
湖南人首次在家门口搭
上了高速铁路的快车

●吉(首)茶(洞)高
速矮寨特大悬索桥建
成通车， 创造了4个世
界第一

●沪昆高铁与京广高铁在长沙交会，
长沙跃升为中部交通黄金枢纽

●长沙中低速磁浮快线
试运行。自此，长沙火车南站-
黄花机场实现空铁联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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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永高速建成通车，实
现湖南高速公路“零”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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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株潭城际铁路
西线正式开通运营，三
城开启“同城”模式。

■制图/刘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