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省人民政府文件

晋政发〔２０２１〕９号

山西省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山西省省道网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的通知

各市、县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各委、办、厅、局:
现将«山西省省道网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印发给你们,请认

真贯彻落实.

山西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２日　　　　
(此件公开发布,附件３不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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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省道网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

本规划以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构建现代化国家综合立体交通

网为总抓手,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框架下,坚持新发

展理念,落实省委“四为四高两同步”总体思路和要求,围绕“一主

三副六市域中心”空间布局,以服务国家战略实施和支撑山西转型

发展为使命,提出了山西省省道网未来的发展目标、布局方案、高

质量发展的重点方向和建设安排等.

本规划范围为山西省行政区域内的省级高速公路和普通省

道,并考虑与国道规划相协调,统筹建设安排.期限为２０２１—

２０３５年,远期展望至２０５０年.

一、规划背景

(一)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省公路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高速公路和普

通国省道得到快速发展,路网规模、技术等级和通达深度大幅提

升,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和服务性

作用.一是路网规模大幅增长,覆盖面不断扩大.截至２０２０年

底,全省高速公路与普通国省道总里程达到１８２９７公里.全省

９６％的县(市、区)通高速公路,国省道县(市)覆盖率达１００％、乡

镇覆盖率达到７４％.二是技术等级明显提高,路网结构不断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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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高速公路占国省道总里程的３１４％,二级及以上高等级公路

占国省道总里程的比重达到９１３％.三是在公路网中的骨干作

用得到有效发挥.截至２０２０年底,国省道在全省公路网中的比重

为１２７％,承担了７０％以上的公路交通量.

对表交通强国建设目标,对标全国先进水平,对照高质量发展

要求和交通“先行官”定位,山西省国省道发展仍存在不少突出问

题,主要表现在:区域公路交通网络发展不平衡、网络效率不高、路

网布局不完善、部分技术等级偏低、智慧安全绿色发展水平亟待提

升.

(二)形势要求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新特征.当前,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要求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的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大力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带一路”倡

议、中部地区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略,

将引发出行模式和流通方式发生结构性变化.

山西转型发展进入关键期.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２０２０年

打基础、２０２５年出雏型、２０３０年基本实现、２０３５年全面实现”的转

型目标,努力在转型发展上率先蹚出一条新路来,山西产业结构、

能源结构、消费结构、城镇化布局、对外开放格局等将发生重塑性

变革,引发交通运输需求总量、结构、方式等发生质的改变.

新形势对山西省国省道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一是牢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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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交通的“先行官”定位,充分发挥国省道在综合立体交通网中

的基础性作用和区域综合运输通道中的骨干作用.二是适应城镇

空间布局和经济形态新变化,加强与国家城市群、产业集群布局及

山西省“一主三副六市域中心”空间布局相匹配的重要通道布局,

有效支撑国土空间开发和重大战略实施.三是适应山西转型发展

需要,着力提升服务能源革命、全域旅游和扩大对外开放的能力,

推动国省道高质量发展.四是着力提升供给质量,提供更多样更

便捷更优质的出行服务,提供更经济更高效更精准的货运和物流

服务.五是推动智慧安全绿色发展,运用新技术为公路网赋能增

效,打造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交通网络;强化路网韧性,全面提

升国省道网络可靠性和安全度;加强土地等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走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二、规划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交通运输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视察山西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深入落实«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及我省实施意见,按照省

委“四为四高两同步”的总体思路和要求,坚持新发展理念,以推动

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建设人民

满意交通为宗旨,围绕构建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强化国省道与

其他交通基础设施融合、共享、集约发展,盘活存量、扩大增量,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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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布局、完善结构,增强系统韧性,提升服务品质,构建布局合理、

安全可靠、便捷高效、智慧赋能、绿色集约的国省道网,为山西在转

型发展上率先蹚出一条新路来,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二)规划原则

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加强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

间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城镇体系规划等相关规划的衔接协调,

围绕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合理确定路网规模、布局和结构.

科学定位,适度超前.把握山西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新定位,

把握交通“先行官”定位,把握国省道在公路网中的骨干定位,不断

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需求,保持供给能力适度超前配置,有效支撑

国家及省重大战略实施.

聚焦短板,优化供给.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从供给侧发力,

补齐短板、强化弱项,提升路网技术等级和服务水平,加快形成高效便

捷的城际公路通道网,实现供给与需求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

创新驱动,安全绿色.依靠科技进步与技术创新,发展智慧交

通、平安交通、绿色交通,推动大数据等新技术与国省道深度融合,

强化安全防控和应急保障能力建设,注重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生

态环境保护修复.

三、规划目标

到２０２５年,省内国家高速公路网基本建成,省级高速公路网

进一步加密,普通国省道网布局基本形成,为构建发达的快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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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干线网提供基础保障,有效支撑山西转型出雏型.

———空间布局更优化.高速公路网、“４纵１５横”高速主体骨

架基本形成,打通３３个省际出口,基本消灭“断头路”;普通国省道

一级公路网基本形成,“一主三副六市域中心”城际间基本实现高

速公路和一级公路双贯通.

———节点覆盖更广泛.全面实现县县通高速公路和普通国

道,重要乡镇通省道,省际间实现多路互联互通,开发区、能源基

地、３A级及以上景区、交通枢纽等国省道全覆盖.

———等级结构更合理.支撑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设

的高速公路扩容和普通国省道一级化改造工作全面开展.六车道

及以上高速公路比例进一步提升;普通国道基本达到二级及以上

技术标准,普通省道基本达到三级及以上技术标准.

———路网服务更高效.实现省会到设区市３小时通达,设区

市到辖区县２小时通达,县城到辖区重要乡镇１小时通达,重要乡

镇１５分钟上普通国省道;覆盖全省的旅游“快进”公路网基本形

成.

到２０３５年,支撑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设的高速公路

基本达到六车道及以上技术标准,以一、二级公路为主的普通国省

道网全面建成,智慧公路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绿色公路成为普遍形

态,安全保障能力显著增强,有力支撑我省全面转型,进入全国交

通强省行列.

２０３６—２０５０年,全路网智慧、绿色、安全运营水平不断提升,

—６—



交通强省全面建成.

四、布局方案

以落实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６轴、７廊、８通道”主骨架布局

为导向,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明确我省国家高速公

路和普通国道布局基础上,对接国家战略、强化省际衔接,融入产

业布局、带动区域开发,推进互联互通、增强省会辐射,增加覆盖范

围、连通重要节点.

(一)高速公路

构建国家高速公路和省级高速公路“４纵１５横３３联”高速公

路网布局,规划总里程８４１８公里.其中,国家高速公路４５２２公

里,省级高速公路３８９６公里.

４纵:天镇平远堡至陵川夺火、新荣区得胜口至泽州道宝河、

右玉杀虎口至垣曲古城、偏关水泉至芮城刘堡.

１５横:阳高孙启庄至右玉杀虎口、广灵加斗至平鲁区二道梁、

灵丘驿马岭至河曲、五台长城岭至保德、盂县梁家寨至兴县黑峪

口、平定杨树庄至临县克虎寨、平定旧关至临县碛口、昔阳天晴垴

至柳林军渡、和顺康家楼至石楼转角、黎城下浣至永和永和关、平

顺河坪辿至大宁马头关、陵川营盘至吉县七郎窝、陵川营盘至河津

禹门口、泽州韩家寨至临猗孙吉、垣曲蒲掌至临猗吴王渡.

３３联:天镇新平堡至韩家营、平城区田村至西河河、阳高王官

屯至云州区陈庄、左云宁鲁至浑源南榆林、平鲁区至河曲禹庙、浑

源至灵丘花塔、山阴元营至朔城区、朔城区西影寺至张蔡庄、朔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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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趄坡至神池东湖、静乐丰润至方山马坊、定襄杨芳至忻府区豆

罗、阳曲大盂至青龙镇、尖草坪区西墕至阳曲西凌井、寿阳南燕竹

至迎泽区赵北峰、万柏林区东社至古交冷泉、晋源区罗城至文水、

阳曲凌井店至青龙镇、榆次区龙白至小店区武宿、盂县至阳泉旧

街、离石区信义至田家会、壶关逢善至上党区官道、北义城至大箕

至北义城、洪洞明姜至曲亭、洪洞曲亭至尧都区陈埝、黎城幸福庄

至潞城区西贾、盐湖区燕家卓至解州至燕家卓、平遥段村至阳城蟒

河、阳城润城至西河、夏县泗交至盐湖区东郭、盐湖区寺北至永济、

临猗临晋镇至风陵渡黄河大桥、永济开张镇至芮城太安、闻喜东镇

至三门峡黄河大桥.

(二)普通国省道

普通国道和普通省道共同构成“８纵１６横多联”的普通干线

公路布局,规划里程１９３９３公里.其中,普通国道８３９５公里,普通

省道１０９９８公里.

８纵:天镇马市口至繁峙神堂堡、盂县盘口至黎城南岭、新荣

区得胜堡至陵川夺火、新荣区拒墙堡至泽州道宝河、右玉杀虎口至

垣曲西滩、平鲁区二道梁至平陆三门峡、偏关水泉至芮城风陵渡、

偏关万家寨至河津禹门口.

１６横:天镇积儿岭至阳高长城、阳高孙启庄至平鲁区二道梁、

广灵殷家庄至河曲黄河大桥、灵丘下北泉至保德马家滩、五台长城

岭至兴县黑峪口、盂县双山至兴县大峪口、平定旧关至临县克虎

寨、昔阳九龙关至柳林军渡、左权南坡至石楼辛关、黎城下湾至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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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永和关、平顺石板岩至大宁马头关、平顺花园至吉县壶口、陵川

坪上至河津禹门口、陵川坪上至临猗吴王、垣曲王古垛至永济蒲

州、垣曲王古垛至芮城风陵渡.

多联:榆社至潞城区、阳曲至六岺关、太原至太谷区、太原至武

乡、晋祠至西城乡、太原至米峪镇、太原至杜家村镇、牛尾至新兰、

阳曲至瓦塘镇、界都乡至黄泽关、东庄头至李家庄、阳高至平鲁区、

石掌至马圪当、大同至繁峙、壶关至平城镇、大同至砂河、长治至柳

树口、长治至晋城、下良至龙溪镇、代县至解愁、榆社至石背底等

１０８条联络线.

五、高质量发展工程

按照“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

要求,从我省能源大省、旅游资源大省的实际出发,重点实施五大

工程,推动国省道网高质量发展.

(一)畅通公路工程

推动高速公路扩容改造工程.以国家高速和重要能源运输通

道等为重点,推动大交通量高速公路升级改造,推进大同—太原—

临汾—运城、太原—长治—晋城、阳泉—太原—吕梁等国家高速公

路和交通量大的重要省级高速公路扩容改造工程.根据城镇化发

展进程及交通量增长情况,适时增加或改造高速公路出入口,为公

众出行提供便捷服务.

实施普通国省道升级改造工程.围绕“一主三副六市域中心”

空间布局,推动连接设区市的普通国省道一级化升级改造和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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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城市过境路段改线改造,形成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双贯通.

(二)旅游公路工程

适应全域旅游的发展需要,通盘考虑公路交通网络建设与旅

游资源开发,推进交旅融合.重点推进通往重要旅游集散地、旅游

目的地和黄河、长城、太行三大旅游板块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道

建设,推动形成快速通达的旅游公路网,支撑山西省旅游业转型升

级和高质量发展.

实施旅游公路提质升级,完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道旅游服

务功能,健全房车营地等配套设施,完善观景台、旅游标志标识和

旅游信息服务系统,推进国省道建设与山西文化元素、旅游要素等

融合,打造功能完善、特色鲜明的高品质旅游快进通道.

(三)平安公路工程

提升国省道服务重载交通的能力.以晋煤运输、大宗货物运

输通道为重点,研究重载公路工程技术标准,加强技术研发和技术

标准制定,全面提升重载交通公路建设养护质量和水平,完善沿线

监管设施设备,建立重载交通公路建养管运现代治理体系.

提升国省道网络可靠性.加快推进重点地区多通道、多方式、

多路径连通,增强公路交通网络系统韧性,提升公路安全运营应急

保障能力.

(四)智慧公路工程

推进国省道数字化改造.推动公路感知网络与公路主体设施

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推广一级公路自由流收费,提升在线监测、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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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评估、预警处置功能,实现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和养护精准化、立

体化和智慧化.

推进新建国省道智慧化升级.在新建国省道中,逐步提升公

路基础设施规划、设计、建造、养护、运行管理等全要素、全周期数

字化、智慧化水平.加快推进公路网、信息网融合发展.

推进车路协同试点示范.选择基础条件较好的高速公路、货

运通道,分阶段推进智慧公路示范应用,为构建新一代交通控制

网、自动驾驶车路协同系统和智慧物流体系等奠定基础.

(五)绿色公路工程

坚持国省道规划建设与生态环境协调.加强公路路域生态环

境保护,集约节约利用土地资源,推动公路与铁路、管道等交通资

源的集约利用.实施交通生态修复提升工程,落实永久基本农田

保护政策,减少对生态脆弱区和环境敏感区的影响.

围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内联外通、全

域覆盖、优质高效的国省道网络,高效连接国家主要经济板块以及

省内各经济中心、产业聚集区和人口聚集地,打造黄河流域绿色交

通发展高地.

六、建设任务

全面建成发达的快速公路网、完善的干线公路网,服务黄河流

域、汾渭平原、京津冀及周边“２＋２６”城市等重点区域发展,推进高

速出省口打通、普通国省道出省口升级改造及“一主三副六市域中

心”高速贯通、路网加密扩容、一级路贯通、城市过境改线、联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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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节点等重点任务.到２０３５年,规划建设高速公路３７５２公里,匡

算投资４９１０亿元;规划建设普通国省道１５４９１公里,匡算投资

５８０２亿元.

(一)高速公路

规划总里程８４１８公里,已建成５７４５公里,规划新建２７２３公

里、扩容改造１０２９公里.安排黄河流域项目１１个６９９公里、汾渭

平原项目６个７２０公里、对接京津冀及周边“２＋２６”城市项目７个

５１６公里,安排高速出省口项目１６个９６３公里(其中,河南方向３

个、河北方向３个)、“一主三副六市域中心”高速贯通项目５个

６７３公里、路网加密扩容项目４个１８１公里.

(二)普通国省道

规划里程１９３９３公里,规划新建１８３公里、改扩建１５３０８公

里.其中,普通国道７５７５公里,新建１９公里、改扩建７５５６公里;

普通省道７９１６公里,新建１６４公里、改扩建７７５２公里.安排黄河

流域项目１２０个５０７１公里、汾渭平原项目４３个１４５２公里、对接

京津冀及周边“２＋２６”城市建设项目５４个２１０７公里,安排升级改

造普通国省道出省口项目３０个１３１７公里、“一主三副六市域中

心”一级路贯通项目４８个３１２５公里、城市过境改线项目６４个

１２７０公里、联通重要节点项目２３个１１４９公里.

七、实施安排

(一)路网加密提质阶段(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

１高速公路.国家高速公路项目基本建成,省级高速公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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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加密,重点推进国高网、出口路、县通高速、待贯通路段建

设,建设规模２２９４公里(含续建１００８公里),匡算投资２１３９亿元,

建设用地２１．８万亩;推进大交通量国家高速项目扩容改造６８５公

里,匡算投资１３５亿元,建设用地６９万亩;开展智慧公路建设试

点.安排黄河流域项目８个５１８公里(含续建３个２１９公里)、汾

渭平原项目５个５８２公里(含续建２个１７８公里)、对接京津冀及

周边“２＋２６”城市项目７个５１６公里(含续建２个１９５公里).安

排打通高速出省口项目９个６４０公里(含续建５个２５６公里),建

成５个,出省口建成数达到３３个;“一主三副六市域中心”高速贯

通项目５个６７３公里(含续建项目１个１６０公里);路网加密扩容

项目２个５０公里.

２普通国省道.重点推进一级公路、城市过境公路、旅游干

线、重载公路和出口路建设,建设里程５１０７公里(含续建里程

１０２３公里),匡算投资１４８８亿元,建设用地３５２万亩.安排黄河

流域项目１９个９６０公里(含续建３个１７０公里)、汾渭平原项目６

个２１５公里(含续建１个７公里)、对接京津冀及周边“２＋２６”城市

建设项目１３个６６２公里(含续建１个１２公里).安排升级改造普

通国省道出省口项目１６个６４４公里(含续建４个１５３公里)、“一

主三副六市域中心”一级路贯通项目２８个１７７９公里(含续建７个

４４０公里)、城市过境改线项目４６个８３０公里(含续建１５个２２９公

里)、联通重要节点项目２个１７公里(含续建１个１２公里).

(二)路网全面形成阶段(２０２６—２０３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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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高速公路.全面完成待贯通路段建设,建设里程１７３８公

里(含续建里程１３０９公里),匡算投资１５７８亿元,建设用地４７万

亩;加快推进老旧路段扩容改造,总里程９４９公里(含续建里程

６０５公里),匡算投资１０５８亿元,建设用地２２万亩;基本完成重

点路段的智慧化改造.安排黄河流域项目７个４６１公里(含续建

４个２８０公里)、汾渭平原项目４个５４１公里(含续建３个４０３公

里)、对接京津冀及周边“２＋２６”城市项目续建４个２８３公里.安

排打通高速出省口项目１１个７００公里(含续建４个３７７公里),规

划的４４个出省口全部打通;“一主三副六市域中心”高速贯通项目

４个５１３公里(全为续建项目);路网加密扩容项目４个１８９公里

(含续建２个５８公里).

２普通国省道.规划普通国省道网全面建成,实现普通国省

道一级公路占比达到３０％、国道中二级公路及以上超过９０％、省

道全部达到三级公路及以上标准,建设里程１３０３９公里(含续建里

程２６５５公里),匡算投资４３１４亿元,建设用地５１２万亩.安排黄

河流域项目１１３个４７２１公里(含续建１２个６１０公里)、汾渭平原

项目４１个１４２７公里(含续建４个１９０公里)、对接京津冀及周边

“２＋２６”城市建设项目５０个１９７４公里(含续建９个５２９公里).

安排升级改造普通国省道出省口２４个１１３５公里(含续建１０个

４６２公里)、“一主三副六市域中心”一级路贯通项目２９个１８５４公

里(含续建９个５０７公里)、城市过境改线项目３５个７９２公里(含

续建１７个３５２公里)、联通重要节点项目２２个１１３６公里(含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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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个５公里).

八、综合评价

(一)目标评价

１路网规模更加合理,布局结构更加优化.国省道总规模将

由２０２０年的１８３万公里增至２０３５年的２７８万公里,中部六省

排名由第六上升至第五.其中,高速公路规模将由５７４５公里增至

８４１８公里,中部六省排名由第五上升至第三;普通国省道规模将

由１２５５２公里增至１９３９３公里,中部六省排名由第六上升至第五,

基本达到全国中等以上发展水平.国省道覆盖范围将进一步扩

大,实现县县通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覆盖乡镇比例增至９０％,３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市级及以上开发区、矿产资源节点通达率达到

１００％.布局结构将进一步优化,高速公路六车道“大字型”主骨架

全面形成,普通国省道全部达到三级及以上技术标准,一、二级公

路比重达到９０％,高速公路网、普通干线网统筹协调发展,有效支

撑山西经济转型发展.

２路网密度显著提高,运输出行更加便捷.高速公路和普通

国省道面积密度将分别提升１７公里/百平方公里、４４公里/百

平方公里,人均国省道公路里程在中部六省和全国将进入先进水

平.将实现设区市到辖区县城２小时通达,县城到辖区重要乡镇

１小时通达,重要乡镇１５分钟上普通国省道,客货交通枢纽连通

率达到１００％,实现“人享其行、物优其流”,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多样化、个性化出行需求,使人民群众更好地共享交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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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成果.

３外部衔接更加紧密,内部循环更加畅通.对接国家战略,

进一步强化省际衔接,高速公路出省口由３３个增至４４个,普通国

省道出省口由４８个增至６８个,与周边省份联系更加紧密;支撑全

省产业布局、带动区域开发,新增３８条普通省道,实现国省道网对

市级以上开发区、能源基地、３A级以上景区、交通枢纽等经济节点

的全覆盖;省会太原辐射带动力进一步增强;实现“一主三副六市

域中心”城际间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双贯通;１１７个县(市、区)城

市过境改线全面建成,将为构建山西现代化经济体系、支撑山西与

全国其他地区同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交通运输保

障.

４公路基础设施能力显著增强,保障安全更加有力.全省重

要通道上辅助路线和迂回路线布设进一步增加,有效应对重大自

然灾害和突发事件,提高路网的安全性、可靠性和应急保障能力.

(二)环境影响评价

１合理规划布局,严格遵守“三区三线”相关管控要求,与国

家及山西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生态功能区划等相协调.国省道设

施选址选线应优先避让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

产地等特殊生态敏感区以及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尽量避开

风景名胜区核心景区、森林公园生态保育区和核心景观区、湿地公

园湿地保育区和恢复重建区、地质公园地质遗迹保护区、水产种质

资源保护区核心区等重要生态敏感区,并重视对珍稀濒危动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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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护,维护区域生物多样性.

２重视解决交通噪声污染.国省道设施应符合沿线城镇发

展规划,其选址选线尽量远离周边声环境敏感目标,以减轻交通噪

声对沿线居民生活的不利影响.同时,合理进行交通干线两侧建

筑规划,科学规划布局,避免产生新的噪声敏感点,从规划层面解

决交通噪声对周围居民生活环境的影响.

３贯彻落实各项环保制度,采用节能环保新技术和新产品,

强化交通运输节能减排,做好各环节环保工作.一方面按照法律

法规执行国家环境影响评价、竣工环保验收等环保制度,落实大

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采取有效的污染防治措施,环保设

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另一方面在规

划、设计、施工和运营服务等各环节贯彻节能环保理念,推广节能

低碳新技术和新工艺,并推动交通环境监测网络的建设,构建绿色

交通发展体系.

九、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

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贯彻落实‹交通强国建设纲要›的实施

意见»(晋发〔２０２０〕２３号)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将省道网规划实

施作为推进交通强国建设的重要任务纳入议事日程,统一组织实

施,加强监督考核.市县政府成立由交通部门牵头的联席会议制

度,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强化部门协同、上下联动,建立健全工作机

制,落实责任分工和工作举措,推动规划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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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强化要素保障

强化资金保障.落实各级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积极争取中

央财政资金支持,加大地方财政投入和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对国省

道建设的支持,优先安排专项债券用于有收益的国省道项目;优化

营商环境,规范运用PPP等市场化方式,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国省

道项目投资建设;在市场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发挥省级交通

投融资平台的作用,形成多元化的筹融资体制机制.强化用地保

障.将国省道建设项目用地纳入全省国土空间控制规划,落实用

地规划与指标.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集约节约用地,重视环

境保护.强化技术保障.制定和完善重载公路、智慧公路、旅游公

路技术标准,丰富应用场景,推动５G、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

新技术在国省道建设中的广泛应用.加强技术人才队伍建设.

(三)强化规划实施

建立规划评估与动态调整机制,强化规划实施的监测、指导和

约束.在遵循规划布局的前提下,合理确定技术标准,加强路线方

案研究,结合交通运输五年发展规划,合理确定项目年度实施计

划,做好项目前期工作,强化项目储备,确保规划顺利实施.

附件:１．山西省省道网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附图

２．山西省省道网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布局方案表及线路表

３．山西省省道网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建设项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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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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月２５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