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项交通运输事业长足发展，全市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 13856.8 公里，新建工程质量合格率达到
100％；道路运输业实现新突破；行业治理能力不断提升，活力更足，推力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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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路当歌 唱响时代最强音
——我市交通运输事业70年发展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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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限超载治理取得突破。 2000 年至
2010 年 10 年间，全市共建成投用超限检测站 7
个 。 为 加 快 推 进“ 互 联 网 +”智 慧 交 通 建 设 ，

2015 年 3 月 启 动 科 技 治 超 项 目 建 设 ，截 至 目
前，科技治超动态检测系统全部投用，基本实现
非现场执法全覆盖，实现治超工作的重大突破。

——创新实施“政府买单，个人免费”的高速
公路通行政策。先后实施了绕城高速、郑少高
速、京港澳高速、商登高速、郑尧高速部分路段
对郑州籍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目前，郑州
市域内高速公路免费通行里程达 316 公里，占总
里程的 51%。绕城有效缓解了市区道路拥堵，
促进了节能减排，加快推进了主城区与县区的
一体化发展。

——交通科技成果显著。“出租汽车服务管理
信息系统”“公交车移动扫码支付功能”“交通一
卡通互联互通工程”“城市公共交通智能化应用

示范工程”“交通工地在线监测平台”“车辆超限
超载动态检测系统”等信息化系统的应用，构建
了涵盖地面公交、轨道交通、出租汽车、两客一
危、汽车维修检测、水运船舶码头、重点工程施工
现场等重要节点的一体化监测体系，有效提升了
行业治理能力。

始终保持客运市场整治高压态势。着力对
重点区域、重点时段违法违规问题进行集中整
治，客运市场秩序明显好转。近期，围绕服务民
族运动会，聘请第三方机构加强对出租车企业和
驾驶员进行暗访考评，倒逼服务质量提升。同
时，实施《郑州市客运市场投诉举报奖励暂行办
法》，实行全民有奖举报，发动群众参与维护良好
客运秩序。

公路建设突飞猛进

行业治理能力不断提升

道路运输蓬勃发展

如果用一个字定位郑州，那就是：中。

如果用一个词形容郑州，那就是：枢纽。

中，是郑州的自然禀赋；枢纽，是郑州的后天努力。

作为一个枢纽名城，郑州有着太多闪亮的名片：

郑州是我国公路、铁路、航空、通信兼具的综合性交通枢纽，是全国普通铁路和高速铁路网中的“双十字”中心，“米”字形高铁畅行八方，

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还是中国高速公路路网密度较大的区域之一。目前，郑州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快速公交网络，基本建成“三环+多

放射”快速公交廊道网络，“空中丝绸之路”联通全球……

国家发改委确定的全国综合交通枢纽首批试点城市，交通运输部批准的“国家公交都市建设示范城市”，商务部等10部委联合印发确定

的37个国家级物流通节点城市之一。

七十年岁月流金，七十年步履铿锵。

一代一代的郑州交通人，在省市各级领导和相关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担当和奋斗，努力奔跑，追梦前行，已成为

郑州高质量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强劲引领者。

郑州市是全国公路网络的中心节点。新中国
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是郑州
市公路大发展、大提高阶段。这一时期，郑州市公
路建设投资规模大，建设里程多，等级提高快，工
程质量好（新建工程质量合格率达到 100％，优良
率达到 90%以上）。目前，全市公路通车总里程达
到13856.8公里，公路网密度达到184.9公里/百平
方公里。其中：高速公路建设实现了零突破，达到
626.9公里，环城高速出入市口达 24个；普通干线
公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达到1569.7公里；农村公
路建设又好又快，达到 11660.2 公里。“高速支撑、
中心放射、区域联动、村镇成网”的路网格局已经
形成，“域外枢纽、域内畅通”的郑州都市区交通路
网体系基本建成。

——高速公路建设实现历史性突破。新中国
成立以来，特别是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高速
公路从无到有并迅猛发展。在国家高速公路网的
基础上，郑州规划建设“两环多放射”的高速公路
网，打通了连接六城十组团及重点镇的高速公路
连接线，实现了各县区有 3条高速过境，所有县城
20分钟上高速的目标。1991年 6月，连霍高速郑

州至开封段北半幅率先动工，正式拉开了我市高
速公路建设序幕，接着，郑州至机场、郑州至新郑、
郑州至洛阳、郑州至少林寺、京港澳高速公路郑州
段、郑州西南绕城、郑州至石人山、登封至禹州、商
丘至登封高速公路相继建成并投入使用。其中，
郑州至少林寺高速公路是全省第一条旅游高速公
路，也是郑州市投资建设的首条高速公路，该工程
全长 53.6 公里，于 2001 年 9 月正式开工建设，
2003年 12月建成通车。目前，正积极推进“三桥
一路”（焦作至平顶山高速公路荥阳至新密段黄河
大桥、安阳至罗山高速公路浚县至郑州段黄河大
桥、安阳至郑州高速公路新乡至郑州段黄河大桥、
焦作至平顶山高速公路荥阳至新密段）等项目建
设，工程各项前期工作正紧锣密鼓地进行。

——普通干线公路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新
中国成立以来，我市普通干线公路路网规模持续
扩大，技术等级普遍提高，通行能力大幅提升，形
成了“七横十四纵五放射”的干线公路网络。目
前，全市干线公路通车里程达到 1569.7 公里。其
中，国道509.6公里，省道1060.1公里；二级以上公
路里程达到1217.6公里，占总里程的78%，干线公

路网密度达到21公里/百平方公里。
——农村公路建设成绩喜人。1978年末，郑

州市还有 149个行政村不通公路，6个乡镇和 678
个行政村的公路不能晴雨通车。目前，全市农村
公路总里程达到 11660.2 公里，路网密度达 156.2
公里/百平方公里，全市所有贫困村均有 1条进出
通畅的道路。

适应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标准要求，聚焦建设现代化、国家
化综合交通枢纽目标，围绕郑州“1+4”大都市区建设和“3+3+
4”快速交通系统构建，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拉高标杆，对
标一线城市，超前谋划、超前发展，加快完善“米”字形高铁、高
速路网和国省干线建设，优化郑州与周边城市之间的多层次
交通衔接，2020年前完成近500公里国省干线新改建任务；不
断优化主城区与县市组团之间的路网结构功能，进一步完善
城市快速路、主次干路等骨干路网，实现郑州综合交通系统与
周边地区之间的无缝衔接，进一步提升郑州陆地和空中枢纽
的辐射能力。

聚焦建设人民满意交通，着力提品质、抓服务、补短板，不
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出行需求。积极开展省级“万村通客车
提质工程”示范县创建工作，解决农村客运通达深度、广度问
题，让老百姓“出门见路、抬脚上车”。力争在9月底前，全市所
有贫困村全部开通班线客车或公交车，建设客运（公交）停靠
站 290对；年底前，全市实现公交化运营和班线客运线路连通
的建制村比例由目前的 80％提高到 95％以上，预约班线客运
线路连通的建制村比例由目前的 20％下降到 5％以下。强力
推进“全域公交”发展，力争在 2019年底前完成镇村三级网络
的公交化改造，2020年底前完成市县一级网络和县镇二级网
络的公交化改造，实现公交网络全覆盖的全域公交。深化行
业“放管服”改革，7月 1日起，在市政务服务中心如期办理行
政许可业务，实现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许可业务无缝对接。

聚焦乡村振兴战略，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三农”工
作、河南发展上来，坚决打赢“三大攻坚战”。高标准完成以“窄
加宽”“低升高”为重点的农村路网提档升级工作、农村公路新
改建任务，高质量建设“四好农村路”，构建形成农村客运可持
续发展长效机制。积极落实“百县通村入组工程”，力争全市在
两年内基本实现20户以上具备条件的自然村通硬化路。

9月，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在郑州举行，
全市交通运输系统承担了运动会筹备期间及赛会期间的交通
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市交通运输系统干部职工以“世界眼
光、国际标准、郑州特色”为目标，以狠抓“四大工程”落实为载
体，以“功成不必有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
担当，全面提升郑州公交、地铁、出租和客运服务品质，全力保
障本届少数民族运动会圆满举行。（目前，共制定各类运输保
障方案及子方案 60个，基本完成大型活动服务保障用车的运
力筹集和驾驶员信息采集工作。目前，共筹集大型客车 1000
余台、中型客车 300余台、商务车 500余台，登记驾驶员信息
1600人。）

风好正扬帆，奋斗正当时。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曾说：在一切改良中，以交通运输

的改良最为有效。七十年的春华秋实，风云激荡，给了全市交
通系统干部职工更加坚定的信心和更加昂扬的斗志。站在七
十年的时间节点，回望去年，繁华似锦；展望未来，春光无限。
新征程，新使命，新辉煌。“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郑州交通人
将奋力攀登，追梦新时代，在中原更加出彩，郑州先出彩、出重
彩中书写出更加灿烂的篇章。

秦丽娟 董万胜

交通兴，百业兴。全市交通运输将
继续坚持以党建为统领，团结奋进，务
实重干，全力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
展，为高质量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助力
中原更加出彩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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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客货运能力大大提高。新中国成立以
来，特别是1984年道路运输市场放开后，道路客货运
业得到迅猛发展，运力结构明显改善，服务领域不断
扩大。目前，全市二级以上客运站 16个，营运客车
5006辆，占全省的 13%，客运企业 55家，日均客流量
16万人次，市域内100％行政村通达客车。除港、澳、
台、西藏之外，客运线路通达全国各个省级行政区和
直辖市。全市营运货车97503辆，大型、厢式、专业化
货运车辆占货车总数的 4成以上。货运组织形式多
样化，普通货物运输、集装箱运输、零担运输、危险货
物运输、大件货物运输等协调发展。郑州交通运输集
团道路旅客运输和货物运输双双跻身于中国道路运
输企业 50强、全国服务业 500强，成为我国中西部地
区5A级物流企业。

——“公交都市”创建成果丰硕。2012年 10月，
郑州市正式成为全国首批国家“公交都市”示范工程
创建城市。几年来，我市积极推进落实“公交都市”
的各项工作，公共交通服务保障能力持续提升。目
前，中心城区公共交通机动化出行分担率达 60%以
上，与 2012 年创建初期相比提高了近 20%，公共交
通在我市交通体系中的主体地位不断加强。现有公

交场站 103个、公交港湾 379个，城市建成区公交站
点 500米覆盖率达到 100%；现有公交车辆 6373台，
其中，新能源公交车 6273 台，占比 98％，今年年底
前将全部更新为新能源车，2020年基本实现市区出
租汽车纯电动化目标，持续推进绿色交通发展。快
速公交形成“5主 61支”、总长 1164 公里运营网络，
成网率位于全国前列。

——出租汽车行业改革稳妥推进。郑州市出租
汽车始于1980年，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目前，市区巡
游出租汽车保有量 10908台，出租汽车企业 46个，个
体组织 3个，从业人员 2.5万余人，行业规模居全国前
列。同时，网约车许可步伐加快，截至今年 6月，已对
首约、神州等18家网络预约出租车平台企业发放经营
许可证，已发放网约车道路运输证18188个，发放网约
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19600个。

——轨道交通发展迅速。自 2013年 12月 28日
郑州轨道交通1号线一期工程开通试运营至今，已开
通运营1号线、2号线一期、城郊铁路一期、5号线4条
线路，运营里程达 134公里，日均客运量达 120万人
次。根据我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预计 2020年运营
里程突破300公里。

1978年

全市交通运输事业完成旅
客发送量 2030 万人次，客
运 周 转 量 21.8 亿 人 公 里 ，
货物发送量 4228 万吨，货
运周转量 62亿吨公里；

公路通车里程 1591 公里，
公 路 路 网 密 度 21.3 公 里/
百平方公里。

2018年

全市交通运输事业完成旅
客发送量 7266 万人次，客
运周转量 94 亿人公里，货
物发送量 2.2 亿吨，货运周
转量 544亿吨公里；

公 路 通 车 里 程 13768.1 公
里，公路路网密度 184.9 公
里/百平方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