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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森

经济发展，交通先行。城市的兴盛
和衰落与交通的变迁息息相关。

具有 2700年建城史的古都开封，
早在2300年前就因占得漕运先机而迅
速崛起，北宋时期更因发达的水运走向
鼎盛，富甲天下，享有“琪树明霞五凤
楼，夷门自古帝王州”的美誉。但沧海
桑田，随着黄河泛滥，开封的水运优势
不再，到上世纪50年代更因错失铁路枢
纽带来的发展机遇，日趋沦于边缘。

从这个意义说，开封这座千年古城
的兴衰史，就是一部交通运输的变迁
史。开封，因交通兴而“开”、衰而“封”。

新时代创新进取，大潮涌砥柱中
流。当时代列车呼啸而至，开封踏上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征程，需要交通
率先发展、当好先行。以开封市交通运
输局领导班子为代表的开封交通人，与
时代相拥，乘势而起——

他们敢于担当，勇于作为，用改革
的思路、创新的办法，干成了一批强基
础、立长远的大事，办妥了一批多年想
办办不了的要事，解决了一批长期想解
决而没能解决的难事。

近五年来，开封市公路规模、路网
结构、路域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交通呈
现跨越性发展，为开封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交通运输成为开
封综合实力提升的重要标志。

强化规划引领
完善开封交通体系

坚持规划先行，扣好建设的第一粒
扣子。近五年来，根据全国、全省重大交
通项目调整，结合城市规划和产业布局，
开封交通运输局统筹的“半小时交通
圈”“五环九纵十二横”“五个便利化”“四
路四互通”和河南自贸区开封片区、郑汴
港区、郑汴一体化、中原城市群道路工程
等专题规划、项目，有的已提前完成，有
的正在按照规划和时间节点有序推进。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了新时代的重大政治论断，提出
了建设交通强国的宏伟目标，为交通运
输工作确立了新定位、新目标和新方向，
也为开封交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
战。开封交通人提高站位，超前谋划，按

照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根据全国、全
省交通战略谋划，结合开封城市总规、土
地规划、产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等情况，
编制形成了新的交通运输发展规划。

按照“适当超前、引领发展”的规划
和思路，开封交通将着力打造开港新轴
线，加快推进开港大道建设，规划建设祥
符区到港区的祥港大道、杞县到港区的杞
港大道、开封到通许的干线快速路，谋划
建设开港轨道交通；加快建设连霍高速十
三大街立交，规划建设连霍高速开柳路立
交和郑民高速禹王台区、祥符区下站口。
为服务开封市产业布局，开封还将实施开
港交通走廊、郑汴产学研交通走廊、沿黄
生态交通走廊建设；结合全市“乡村振兴”
战略，加快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完善
农村路网。顺利打赢农村公路“三年行
动计划”攻坚战，是当年全省唯一按时完
成任务的地级市。

根据规划，未来几年，开封交通将
逐步实施35个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估算投资152亿元。按照1∶3的投入产
出比例测算，将拉动开封市投资450亿
元以上。其中，2018年将完成投资近
70亿元，加快推进国道G310南移、东环
路北延、东京大道东延、十三大街连接
线等工程，形成全长70多公里，覆盖5
个县区部分区域的大环城路项目，拉大
开封主城区城市框架，助推开封东部新
城建设。同时，围绕道路运输，还统筹
规划了客货运输场站、邮政物流站点、
公交服务网点、通用航空场站、水上公
交以及新能源充电桩等内容，涉及了开
封交通“十项重心工作”和“十大重点项
目”的大部分目标任务。

创新融资模式
破题资金瓶颈制约

思路决定出路，视野决定格局。面
对发展规划中巨大的资金缺口，开封市
交通运输局领导班子转变观念、转换思
路、转型发展，改变过去等、靠、要的被
动观念，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吸引社
会资本进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实
现由过去的“给多少钱修多少路”到现
在的“修多少路融多少资”的思维转
变。同时，优化交通资源配置，按照现
代企业制度，高效地组建了开封交通建
设集团，搭建融资平台，积极探索PPP

模式和基金＋PPP模式，筑巢引凤、招商
引资，推进开港大道项目建设。

首战告捷！这个开封当年的“一号
工程”，不仅成为全市第一个PPP模式
落地项目，在全省推广，同时也是财政
部推荐的PPP项目之一，成为开封创新
融资模式的一张名片。紧接着，交通运
输局又引导交建集团分别与有关县区
政府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成立基
金平台，实施资本运作，实现“资源—
资本—资金”的转换，破解资金难题。
几年间，新的融资模式的成功运作，吸
引了多批次外省市专家“组团”到开封
考察学习。目前开港大道项目进展顺
利，建成通车指日可待。

更让人欣喜的是，开封人“家门口”
拥有机场的夙愿即将实现。

连战连捷！新的融资模式还分别在
郑州国际机场开封大酒店升级改造、宋城
客运枢纽站建设、全市农村公路“三年行
动计划”等项目上取得成功，吸引社会资
金100多亿元。机场大酒店的成功招商，
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宋城站一期
工程建成使用，不仅成为全省第一个集城
际轨道交通、城际公交、长途客运、旅游专
线和出租车等多种运输方式于一体的集
散中心，还为开封成功创建旅游标准化城
市作出了特殊贡献。

运用市场理念
盘活道路运输资源

公路建设是基础，运输服务是目
的。近几年来，开封市交通运输局在坚
持加快公路建设的同时，积极谋划“路、
站、运”一体化发展的辉煌蓝图。

曾经，开封市区内长期存在着规模
不大、竞争力不强的三家运输公司。由于
市场和利益问题，相互制约，严重影响了
企业发展。对此，该局领导班子引导大家
放宽视野，制订完善的整合方案，解除企
业的后顾之忧，化解三方矛盾，均衡多方
利益。经过协调沟通，最终促使三方达成
一致，成功组建了开封交通运输集团，并
迅速显示出优势互补的强大竞争力，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倍增，实现了开封几代
公路运输人的愿望。

“交通就是服务”。几年来，交通运
输局坚持公交优先战略，精准发力，补
齐短板。经过向上级争取资金和优惠

政策，开封市连续几年更新公交车辆，
其中，2016年一次性更新610辆，更新
速度和规模全省罕见，市区公交机动化
出行分担率大幅提升。更新车辆中新
能源车辆占全部车辆的80%以上，占比
之大，全省同行业领先，极大地提升了
古都开封的城市形象。

装备更新，服务提质。实现车辆更
新的同时，开封市交通运输局坚持软硬件
一齐抓，以创建“公交都市”活动为载体，
实施“互联网＋公交”建设，优化线路布
局，科学调配运力，提升服务品质，所有运
营车辆在全省第一批安装全国一卡通，实
现了与全国180多个城市互联互通。部
分公交安装运营“汴梁通”手机APP，市民
可通过手机扫码乘坐公交。

“‘大动脉’畅通，‘小血管’决不能
堵塞！”2016年，随着郑徐高铁建设的快
速推进，该局领导班子超前谋划，充分
准备，当9月10日郑徐高铁正式开通运
营，开封进入高铁时代的标志性时刻到
来之际，长途汽车北站同步建成，6条公
交和多条旅游专线如期开通，为高铁开
封北站这张城市名片增添了一道亮丽
的风景。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以互联网思维
为引导，几年前交通运输局就着手实施

“智慧交通”工程，加快推进大数据资源
平台建设。目前，开封市交通运输指挥
中心一期工程顺利建成使用，交通客运
场站、城市公交及超限检测站等动态视
频一览无余，实现了信息智能化管理，也
为社会提供高效优质的出行信息服务。

坚持超前思维
提升交通服务能力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
大势者，不足以谋一时”。我国低空空域
管理改革政策出台后，该局领导班子敏
锐地意识到开封旅游资源丰富，在通用
航空方面有着巨大的需求。他们以超前
的眼光，谋划制定了开封通用航空发展
规划，通过多方论证后，几乎以挑战不可
能的决心和智慧，呼吁探讨开封军用机
场改为军民两用的可能性。正是出于这
一长远发展谋划，早在2016年就将1个
通用机场和4个航空俱乐部建设纳入了
交通重点工作任务。按照规划，开封人
实现一飞冲天的梦想将遥望可期。

“一城宋韵半城水，梦华飘溢伴汴
京”。在“文化+旅游”战略的驱动下，开
封启动“一渠六河”工程，贯通新老城区
水系，形成立体景观，进一步彰显开封

“北方水城”特色。该局主要领导从这
篇以水润城的“大文章”中还看到了古
城水系的交通功能，迅速形成水上公交
方案。目前，一幅融观光游览和交通出
行于一体的水上公交运营蓝图已跃然
纸上，呼之欲出。

在落实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
坚战要求中，面对传统的PPP模式隐藏
的增加政府债务风险的弊端，该局领导
班子再次先行一步，积极探索被业界称
为“3.0版”的“基金＋PPP＋RCP”模式，
提出建立政府保障基金，防止隐性债务
增量，既用足用活政策，筹集足够的建
设资金，又最大程度地降低了政府债务
风险。开封由此在全国投融资创新领
域最前沿占得一席之地。

夯实党建基础
强化支撑保障作用

“党建就是生产力。”多年来，该局
领导班子坚持“两手抓”，不断创新党建
工作督导机制，每次局务会听取一个局
属单位党建工作情况汇报，打牢党建基
础，筑强战斗堡垒。

“让行业更文明，让群众更满意。”
开封市交通运输局在全省交通运输系
统第一个提出，利用三到五年时间争创
文明行业。目前，全系统市级以上文明
单位覆盖面大幅拓展，目标有望提前实
现。自 2015年开始，交通运输局坚持
每两年组织开展一次“十佳最美交通
人”评选活动，通过树立典型并发挥带
动作用，讲好交通故事，传播交通“好声
音”，传递行业正能量。

“严管才是厚爱。”针对交通运输系
统摊子大、人员多、资金密集，腐败问题
多发、高发的特点，交通运输局注重加
强内部监督。从2014年起，就探索实
施交通纪检监察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对
全系统的纪检监察人员实行统一调配、
统一管理、统一使用，对局属单位实施
提高一级或两级的内部巡查制度。经
过四年多的完善和运行，这支原来每个
单位只有两三个人，还要“分兵把守”、
各自为战的“小分队”，目前已经发展成

为一支由18名纪检监察干部、10名财
务人员组成，下设2个党风廉政建设巡
察组，2个财务督查组，3个日常监督组
的纪检监察力量，形成了具有开封交通
行业特色的预防腐败体系。这一做法
与十九大后党中央深化纪检监察改革
创新的战略部署高度契合。

“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几年来，
在干部队伍建设上，局领导班子坚持看人
品定干部、看能力定岗位、看业绩定使用
的“三看三定”原则，提出要在“对”的时
间，把干部放在“对”的位置。几年来，仅
科级以下干部就轮岗交流和挂职锻炼80
多人次。“鲶鱼效应”以倒逼机制提升了干
部的综合素质，营造了交通运输部门人尽
其才、干事创业的生态环境。

打造区位优势
助推开封跨越发展

人便于行达天下，货畅其流天地宽。
随着近年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

道路运输的快速发展，开封的区位优势
快速凸显。境内6条高速以“口”字形交
叉，11条国省道呈网络化分布；郑开大
道、物流通道、国道310，即将建设的郑
汴洛沿黄公路，规划中连接郑汴的水系
工程、跨越黄河的濮潢铁路和5条城际
铁路，无不加快着郑汴融城和中原城市
群的发展步伐；开港大道对接郑州航空
港，即将形成郑汴港“金三角”；郑徐高
铁大大缩短了开封与东部沿海城市和
西部内陆地区的通行时间。

“海、陆、空”的综合谋划，“公、铁、
机”的立体格局，让开封路网在全省乃至
全国综合交通体系中的地位大幅提升，
将带动更多的物流、人流、信息流汇聚古
城，对开封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增强城
市发展竞争力将起到巨大地推动作用。

沧桑巨变，历史轮回。当开封交通
在时代风潮中迎难而上、激流勇进之
时，我们仿佛看到开封交通人正以“坚
决服从有斗志，维护团结有定力，善于
创新有活力，甘作工匠不浮躁”的开封
交通行业精神为动力，顽强奋进在助推
复兴、重铸辉煌的新征程上。开封，这
座千年古城，又将迎来一次“道路通、百
业兴”的发展良机。

奋起吧，古城交通人！
跨越吧，开封大交通！

迈步新时代 跨越正当时
——开封交通运输近5年来发展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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