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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年
从 0到 5000
■ 本报记者 范克龙

1978 年，安徽全省完成交通建设投资不到 1 亿
元，公路通车里程仅 2 万多公里。 通车里程短，公路
等级低，高速公路还是一片空白。

1986 年 10 月， 我省第一条高速公路———合肥
至南京高速公路开工建设。 1991 年 10 月，合宁高速
龙塘至周庄段建成通车， 安徽实现高速公路零的突
破， 这条高速公路也是全国第三条高速公路。 1995
年 9 月， 大蜀山至龙塘段建成通车。 至此， 全长约
133 公里的合宁高速安徽段全线通车。

上世纪 90 年代，我省加强高速公路发展顶层设
计，组建安徽省高速公路总公司，专业从事高速公路
建设、运营、管理、养护。 1992 年至 1995 年，我省高
速公路建设步入稳步发展阶段， 陆续建成合巢芜高
速、合宁高速大(蜀山)龙(塘)段和高界高速。

“九五”至“十五”时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发展
的“黄金时代”。 2003 年 12 月 18 日，随着合徐高速
北段建成通车， 安徽省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突破
1000 公里，在建高速公路达到 1090 公里，实现通车
里程和在建里程“双超千公里”的突破性进展。

合徐高速公路全长 270 公里， 建成后标志着以
合肥为中心、以高速公路为骨架的“十字型”交通主
干网形成，建成的高速公路全部联网，当时全省 17
个地市中的 10 个通上高速公路，实现省内主要城市
之间“一日往返”的交通目标。

2005 年，我省正式颁布《安徽省高速公路网规
划》(2006—2020 年)，计划到 2020 年，安徽省将形成
“四纵八横”高速公路网。 2008 年 6 月 29 日，随着南
沿江高速、合淮阜高速建成通车，全省高速公路通车
里程达到 2508 公里，不仅实现“市市通高速”的目
标， 也由此建成全省任何一个地市均能在 3 个小时
以内到达省会合肥， 每个县城 1 个小时之内上高速
公路的交通网络体系。

2008年以后， 高速公路项目如雨后春笋般涌
现 ，岳西至武汉高速安徽段 、铜南宣高速 、济祁高
速砀山段、济祁高速永城至利辛段、滁州至马鞍山
高速 、宁国至千秋关高速 、望东桥北岸接线 、东至
至九江高速安徽段、 合福铁路铜陵长江公铁大桥
公路接线、 蚌淮高速至宁洛高速连接线等数十条
高速公路相继通车运营， 全省高速公路通车总里
程一举突破“十二五”规划的 4200 公里目标，达到
4246 公里。

2017 年，《安徽省交通运输“十三五”发展规划》
发布，提出从“四纵八横”高速公路网到“五纵九横”
高速公路网的发展规划，实现县县通高速公路目标。
“十三五” 期间， 我省累计开工高速公路 37 条，约
2228 公里，其中新建成 12 条 631 公里，完成 4 条高
速公路改扩建约 201 公里，“五纵九横” 高速公路主
骨架加速形成，合肥对外辐射线———合宁、合安、合
芜等高速公路实现八车道通车，到 2020 年底高速公
路通车总里程 4900 公里以上， 高速公路网可覆盖
93%县（区）的主城区、83%的规划 5 万以上人口乡
镇、69%的全国重点镇。

今年以来 ，我省大力实施 “县县通高速 ”攻坚
行动，7 月 1 日， 固镇至蚌埠高速通车；9 月底，池
祁高速池州至石台段建成通车 ；12 月 16 日 ，芜黄
高速建成通车。至此，我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
5000 公里大关，实现“县县通高速”。 这也意味着，
从全省任一县城区驾车出发，均能在 30 分钟内驶
入高速公路。

随着芜黄高速建成通车，我省最后两个县告别不通高速公路的历史———

，畅通县域振兴路县县县县县县通通通高高高速速速

打造畅通高效高速网

县县通高速成为现实， 高速公路通车
里程突破 5000 公里， 安徽交通再次迎来标
志性节点。

高速公路是道路交通的主动脉， 对于
提升交通的快速通达性，畅通物流大循环，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 1991
年我省第一条高速公路建成通车， 到今天
县县通高速， 我省高速公路发展实现了历
史性跨越，人民群众出行获得感显著增强。
一条条民心路 、致富路 、旅游路 、振兴路四
通八达，连南接北，加快资源要素流动与汇

聚，为沿线经济发展 、旅游开发 、乡村振兴
等提供强劲动力， 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强有力支撑。

放眼“十四五”，我省将继续加强高速公
路网建设，围绕贯通、加密、扩容为重点，大
幅提升高速公路主通道通行能力，加快路网
优化与互联互通， 进一步提升路网密度，让
县城以及重要市镇更快连接高速公路，加快
建成“五纵十横”高速公路网，确保高速路网
覆盖更加广泛、联通更加高效，全面支撑交
通强国建设和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

·短评·

■ 本报记者 范克龙

本报通讯员 吴敏

57个县全部迈入“高速时代”

芜黄高速通车后，旌德县格瑞蔬菜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陈北春满心欢喜。 他告诉记
者，企业每年都要从芜湖和合肥采购大量的
包装材料，还要带货参加周边大城市的展销
会。 过去产品销售要从省道绕行上高速，现
在出城就能进入高速通道，可以节约 1 个小
时的时间。 过几天到合肥参加绿色食品博览
会，就可以从家门口上高速去参加展会了。

作为我省“县县通高速”工程的收官之
作，芜黄高速于 12 月 16 日正式建成通车，
意味着安徽最后两个不通高速的县———泾
县 、旌德正式迈入 “高速时代 ”，安徽实现
“县县通高速”。

“芜黄高速通车后，安徽省高速公路通
车里程突破 5000 公里大关，‘五纵十横’主
骨架加速形成，基本形成内联外通、四通八
达的高速公路网络， 安徽发展的骨架将更
有力、血脉更畅通、动力更澎湃。 ”省交通运
输厅一级巡视员章后忠表示， 固蚌高速与
即将建设的徐州至宿州高速、 宿州至固镇
高速共同形成徐州至合肥的第二通道，芜
黄高速、 池祁高速也将形成皖南地区与沿
江地区之间新的运输通道， 从而进一步拉
近我省与沪苏浙地区的空间距离， 加快实
现长三角交通运输一体化发展， 有力带动
经济社会同频共振发展。

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第一批省级重
点民生项目之一，“县县通高速” 是群众关
注的民生大事。 芜黄高速通车后，全省 57
个县（含县级市）全部迈入“高速时代”，群
众出行获得感将显著增强。

省交控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项小龙介绍，今年我省大
力实施 “县县通高
速”攻坚行动。7
月1日 ，固镇

至蚌埠高速通车，固镇县结束不通高速公路
的历史， 从固镇前往蚌埠的时间缩短一半；9
月 28日，池祁高速池州至石台段建成通车，
石台县迎来首条高速公路，石台群众到池州
从原来的 1个小时缩短到半个小时；12月 16
日，芜黄高速正式通车，旌德、泾县两县迈入
“高速时代”，从芜湖市区开车到黄山市黄山
区谭家桥，时间节约近 1个小时。

“扩容和加密是当前高速公路建设重
点，芜黄高速建成，畅通皖南地区高速主通
道，进一步提升高速路网密度，加强县域间
连通， 有效提升皖南国际旅游示范区通达
性，促进当地交旅融合发展。 ”安徽省交通规
划设计总院规划分院副院长陈敏认为。

为“土货出乡”插上翅膀

石台县是一个“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山
区县， 交通设施薄弱是制约山区发展的坎。
池祁高速公路开通将该县带入高速时代。 两
个多月以来，当地“高速效应”迅速显现。 “高
速开通后，今年国庆假期，全县共接待游客
37.86万人次，同比增长 66.84%，实现旅游总
收入 3亿余元，同比增长 64.78%。 ”石台县委
副书记、县长靳武欣喜地介绍，高速公路缩
短了农产品的运输时间，保障了农产品的新
鲜度， 当地生产的富硒农产品热销长三角，
农产品销售量增长 35%。

芜黄高速的开通， 在为沿线提供便捷
出行条件的同时， 也为当地乡村振兴注入
新的发展活力。

陈长红是旌德县俞村镇杨墅村的脱贫
户，这几年通过发展养殖业脱贫致富，成为
村里的致富带头人。 如今其养殖规模发展
到肉牛 100 余头、土猪 200 余头。

“高速终于通车了，我的新鲜黄牛肉能
够更快运输到中转站芜湖， 然后更快地运
输到广东客户手中， 再也不怕时间长不新

鲜了。 ”陈长红高兴地说，企业生产
的牛肉、 猪肉等产品之前通过
冷链运输， 由于不通高速，
运输成本高， 时效也没
保障。 芜黄高速通车
后提升了运送速
度 ，有助于打通
牛肉、 猪肉的
销路 ，为 “土
货 ” 插上翅
膀 ，给农业
企 业 发 展
带 来 极 大
便利。

“以前
接 待 外 地
客商 ， 第一

个问题就会被问到有没有通高速， 多少有
些尴尬。 ”旌德县乡村振兴局办公室主任陈
园说，现在旌德终于通高速公路了，相信以
后会有更多企业被招引过来。 当地将进一
步抓好交通重点工程建设， 加快道路提档
升级，依托交通区位优势等资源要素，助推
全县乡村振兴跑出“加速度”。

章后忠表示，“县县通高速”项目建成使
当地交通环境快速迭代，实现了“时空收缩”
效应，地理上的优劣势被快速弥合，物流、人
流、 信息流正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自由流动，
给这些地区带去了人气、财气和福气。

好风景可望带来“好钱景”

泾县榔桥镇大庄村的吕长贵开了一家
农家乐，就在泾县南高速口旁边。 看到高速
开通后门前车水马龙，他满心欢喜。

“我这旁边靠近皖南川藏线、宣纸文化
园等景点，以前顾客以本地人为主，一些外
地游客反映交通不便，要绕行国道。现在高
速开通了，我守着高速口，生意不愁了！ ”吕
长贵告诉记者，现在农家乐共有 ２ 间客房，
11 张桌子，年收入 20 万元，高速开通了，
他打算再扩大 3 间客房，可以容纳 30 张桌
子，生意会越做越红火。

泾县是我省文化旅游大县， 全县共有
对外开放景区 15 家，农家乐、民宿近 900
家，文化旅游经营单位 1000 多家，从业人
员 3 万多人， 形成了桃花潭镇桃花潭村和
查济村、 汀溪乡大南坑村、 蔡村镇月亮湾
村、榔桥镇黄田村等乡村旅游集聚区，以自
驾探险游为主的“皖南川藏线”泾县段、以
乡村休闲体验为主的查济、桃花潭、黄田、
中国宣纸文化园等景区成为长三角地区游
客的首选地。

高速公路是聚拢旅游人气的重要 “利
器”。 以固蚌高速公路为例，开通近半年来，
固镇县旅游人气大增。“今年下半年，周边市
县通过高速公路自驾游、周末游的旅游人数
大幅增加，交通便利推动了文化旅游产业的
快速发展。”固镇县县委副书记、县长沈明举
说，基于交通优势，固镇县正在打造垓下遗
址、谷阳城遗址等文化旅游景点，推进生态
游、文化游、休闲游等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在泾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萧军看来，
泾县旅游资源丰富，虽然是沪苏浙的“后花
园”，但长期以来交通一直是短板，离最近
的高速公路入口也要 40 多公里。 “芜黄高
速建成通车， 泾县到芜湖的行车时间由原
来的 1 个多小时缩短至 1 小时以内， 到黄
山的行车时间也缩短半小时以上。 宣城到
泾县的高速公路也正在建设， 通车后将形
成十字纵横，泾县的交通状况将大大改善，
这无疑将使其加快融入全省高速公路网
络。 ”萧军表示，泾县将以皖南交旅融合发
展交通强国建设试点为契机， 提升交通设
施旅游服务品质，加快打造“快进慢游”立
体交通体系，促进全域旅游发展。

“改善了旅游交通条件，促进泾县全域
旅游发展， 也将加速泾县旅游资源开发，让
好风景拥有‘好钱景’。 ”在泾县文旅局党组
成员、 全域旅游服务中心主任张金泉看来，
长期以来，泾县没有高速公路在一定程度上
制约着旅游发展。 芜黄高速建成通车，省内
外游客来泾县的交通时间将大大缩短，来泾
县的舒适性和便捷性得到提高，泾县旅游接
待半径将进一步扩展，打开更广阔的客源市
场，促进泾县旅游业驶上快车道。

题图：芜黄高速泾县南收费互通项目。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范柏文

�� 芜黄高速全线第一长隧道——————
桃花潭隧道。。

�� 芜黄高速青弋江大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