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阜南县农村公路网规划（县道）

（2016-2030 年）

阜南县交通运输局

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七月



阜南县农村公路网规划（县道）

（2016-2030 年）

编 制 单 位 ：

咨询证书等级：甲级

发 证 机 关：中国工程咨询协会

证 书 编 号：913400004850033136-18ZYJ18





编 制 单 位 ：

单 位 主 管 ：

总 工 程 师 ：

项目负责人：

参加人员：

王朝阳 单文胜 陈 敏

黄秋乐 吴 涛 杨 超

卢 川 戴 越 肖 森

宁 洋





目 录

第 1 章 概述..........................................................................................................3

1.1 规划背景.................................................................................................................. 3

1.2 规划范围和期限...................................................................................................... 6

1.3 规划编制依据.......................................................................................................... 6

1.4 规划思路.................................................................................................................. 8

1.5 规划过程.................................................................................................................. 8

第 2 章 经济社会及交通发展现状................................... 错误！未定义书签。

2.1 地理位置及自然条件............................................................错误！未定义书签。

2.2 经济社会发展概况................................................................错误！未定义书签。

2.3 交通运输发展现状................................................................错误！未定义书签。

2.4 公路网现状及综合评价........................................................错误！未定义书签。

第 3 章 经济社会和交通发展形势和需求......................... 错误！未定义书签。

3.1 农村公路的功能....................................................................错误！未定义书签。

3.2 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错误！未定义书签。

3.3 综合运输发展需求................................................................错误！未定义书签。

3.4 公路交通需求........................................................................错误！未定义书签。

第 4 章 规划目标................................................................错误！未定义书签。

4.1 指导思想和规划原则............................................................错误！未定义书签。

4.2 规划目标................................................................................错误！未定义书签。

第 5 章 布局方案................................................................错误！未定义书签。

5.1 县道网规模研究....................................................................错误！未定义书签。

5.2 布局研究思路........................................................................错误！未定义书签。

5.3 影响因素分析........................................................................错误！未定义书签。



5.4 布局方案研究........................................................................错误！未定义书签。

5.5 路网布局方案........................................................................错误！未定义书签。

第 6 章 实施安排................................................................错误！未定义书签。

6.1 指导思想和排序原则............................................................错误！未定义书签。

6.2 排序方法................................................................................错误！未定义书签。

6.3 建设序列的拟定....................................................................错误！未定义书签。

6.4 用地规模和资金需求............................................................错误！未定义书签。

6.5 近期建设重点........................................................................错误！未定义书签。

第 7 章 综合评价................................................................错误！未定义书签。

7.1 路网技术评价........................................................................错误！未定义书签。

7.2 经济社会影响评价................................................................错误！未定义书签。

7.3 环境影响分析........................................................................错误！未定义书签。

7.4 土地利用影响分析................................................................错误！未定义书签。

7.5 安全评价................................................................................错误！未定义书签。

第 8 章 政策措施建议........................................................错误！未定义书签。

附图

阜南县规划县道布局规划图（2016-2030 年）



阜南县农村公路网规划（县道）（2016-2030 年）

3

第 1 章 概述

1.1 规划背景

阜南县隶属于阜阳市，位于黄淮海平原南端，淮北平原西南部，安徽省西北

部。总面积为 1801 平方公里，耕地 108.2 千公顷，南与河南省的固始、淮滨两县

隔河相望，东南一隅与六安市霍邱县以淮河分治，东邻颍上县，北界阜阳市，西

接临泉县。辖 28 个乡镇和 1 个省级经济开发区，334 个村（居），2019 年户籍人

口达到 173.6 万人。阜南县素有“名优特产县”、“天然资源库”之称，是全国

粮食生产大县、中国柳编之乡、全国唯一的农业（林业）循环经济示范试点县，

安徽省林业十强县、文化先进县，中国承接产业转移投资环境十佳县、苏商投资

中国首选城市最具潜力城市，同时也是防汛工作重点县、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

王家坝精神发源地。“十三五”以来，阜南县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

中求进、进位赶超”工作总基调，积极应对国内外复杂形势，经济社会保持稳步

发展，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各项社会事业加快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

善。

交通运输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先导性和基础性产业，是联系国民经济各环节、

各部门和各地区的纽带。长期以来，阜南县交通基础设施整体处于滞后状态，严

重影响了全县经济社会的发展。近年来，阜南县委县政府省时度势，深入贯彻国

家、安徽省和阜阳市相关文件精神，紧紧抓住国家、省、市、县扶贫政策机遇，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改善全县交通条件作为推动全县各项建设的首要抓手，

全力谋划阜南县“路网”项目，把“三网”建设作为阜南县扶贫攻坚的基础工程

强力推进。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公路网建设、管理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

效，分别实现了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零的突破，而一批农村公路的升级改造很大

程度上改善了城乡村镇间的通达条件。

长期以来阜南县一直位于安徽省贫困县之列，经过近年来的集中攻坚贫困状

况大有改善，贫困发生率降至 2%以下，根据《安徽省 2019 年贫困县退出实施方案》，

阜南县是全省 9个 2019 年拟退出的 9个贫困县(区)之一。但是从经济指标上看，

2019 年阜南县人均 GDP 为 16060 元，不到阜阳市平均水平的一半和安徽省平均水

http://baike.baidu.com/view/41664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6944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31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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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三分之一，这些说明了阜南县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省内其他地区尚存在一定

距离，四级公路里程占全县公路总里程 85%以上，公路尤其是农村公路总体等级仍

较低。

农村公路是保障农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基本条件，是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先导性、

基础性设施，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支撑，农村公路的发展状况对于改善

区域生产生活出行条件，促进城镇化发展，加强城乡联系，缩小城乡差距，统筹

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及时开展农村公路网规划编制工作，既是

公路网持续、健康、协调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重要支撑。

1.1.1 国家宏观政策、宏观发展形势方面

国家推出实施乡村振兴重大发展战略，紧紧围绕发展现代农业，围绕农村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加快实现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习总书记对“建设四好

农村公路”做出重要指示；习总书记于 2019 年 5 月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

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就做好中部地区崛起工作提出 8 点意见；十九大提出建设强

大的内需市场，国际贸易争端加剧使扩大内需有了更重要的意义；国家“四个全

面”总布局提出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要求；国家出台发展城市群和都市

圈的指导意见，使城市的优质资源扩大辐射受益范围，实现城乡互动，以城带乡，

促进乡村振兴；国家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对公路网规划提出了新要求；中国

老龄化时代来临，城里人下乡养老、富人下乡居住成为发展趋势；老龄化时代农

民的就医问题要求有及时的交通保障；信息技术的发展，机器代替人工操作日益

增大，农民工年龄老化，农民在城市就业阻力增大，面临回乡潮；农民进城遇到

高房价的阻力，小集镇面临扩容升级发展形势，新技术的进步，小轿车价格和使

用成本的降低，小轿车进入家庭的速度加快，目前农村公路交通拥堵较为普遍；

人口老龄化农民就医问题，留守儿童上学问题以及粮食收割运输保障粮食安全对

改变农村交通出行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发展乡村旅游又增大了农村公路的交通

压力和对提升服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国际风云变幻，国防形势严峻、

加强国防、实施乡村振兴、中央 1 号文件对保障粮食安全提出更高要求，农村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以及加快土地流转大块耕作对农村交

通提出更迫切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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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区域经济发展和地方经济发展的有关政策、发展形势

阜南县作为皖北地区重要的人口和资源大县以及中原经济区、大别山片区中

连接安徽和河南两省的门户区域，而阜南县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对该片区发展的影响也将显得至关重要。

随着近年来国家和地区层面的《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战略规划》、《沿淮生态

经济带规划》、《中原城市群发展规划》、《中原经济区规划》、《大别山片区区域发

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 年)》和安徽省加快皖北地区发展、《安徽省大别山

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 年）》、《乡村振兴实施意见（2018-2022

年）》以及阜阳市开展《阜阳阜南同城化发展规划》和阜南县制定《阜南县乡村振

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安徽省阜南县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16-2030 年）》

等一系列规划、战略相继出台，安徽省和阜阳市也分别对加快蒙洪洼落后贫困地

区脱贫攻坚提出新的要求，这些都为阜南县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需要

有完善的农村公路体系与其相适应。

同时，随着江淮运河的修建及开通，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经济联系更趋于紧

密，以及国家规划长江与珠江流域联通，将来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蕴含着较大的

发展机遇，利用水运优势，我县将会迎来产业布局的重大调整，将会有水患变为

水利；县旅游规划谋划全域水上旅游，以及省市出台运输结构调整实施方案，公

路与水运、铁路、联运枢纽等需要加强联系完善综合交通体系。

同时随着安徽省纳入长三角经济区，安徽省与长三角加强互联互通区域联动

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面临新的发展机遇，阜阳市区域高铁枢纽建成后将对阜阳

市的旅游业发展和加强区域合作形成很大的促进。

1.1.3 行业发展有关政策

近年来，随着交通运输部开展建设交通强国战略的研究，交通运输部、安徽

省出台关于交通与旅游融合发展、实施绿色公路建设和服务和支撑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的指导意见，省交通运输厅出台了关于服务和支撑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指导

意见以及四好农村路实施方案和考核方案，省市县出台综合交通发展规划，《国家

公路网规划（2013 年-2030 年）》和《安徽省普通省道网规划（2016 年-2030 年）》

的相继印发以及省政府出台运输结构调整意见，使得阜南县农村公路网络形态发

生了显著变化，迫切需要对农村公路网布局进行完善。同时，伴随着经济社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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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发展，城乡一体化步伐的推进，阜阳市编制了轨道交通发展规划，阜南县

相继出台了《阜南县四好农村路实施方案》、《阜南县城市公共交通和城乡客运一

体化发展规划（2018-2030）》、《阜南县国省道空间发展规划》，对阜南县农村公路

网的布局与建设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根据《安徽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加强农村公路网规划编制工作的指导意见》（皖

交规划函﹝2017﹞271 号》的要求，为合理布局、构建阜南县的农村公路网络，科

学指导全县农村公路的建设与管理，为全县农村公路健康、平稳、有序地发展打

下坚实的基础，适时编制《阜南县农村公路网规划》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

鉴于此，阜南县交通运输局于 2017 年 6 月启动了《阜南县农村公路网规划

（2016-2030 年）》的编制工作，并由我公司负责完成并提交《阜阳市农村公路网

规划（2019-2030 年）》予以吸纳。2019 年 12 月，安徽省交通运输厅对阜阳市县

道网规划方案出具复核意见，本规划据此完成《阜南县农村公路网规划（2016-2030

年）（县道）》的修编工作。

1.2 规划范围和期限

规划范围：本次规划的范围为阜南县域，总面积约 1801 平方公里，辖 28 个

乡镇、1个省级工业园区。规划对象为拟规划的阜南县农村公路网县道网。

规划基年为 2016 年，规划近期目标年为 2025 年，规划远期目标年是 2030 年。

1.3 规划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1999 年颁布）；

《公路网规划编制办法》（2010 年颁布）；

《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2014）；

《国家公路网规划（2013-2030 年）》；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2016 至 2025 年)》；

《中原城市群发展规划》；

《中原经济区规划（2012-2020 年）》；

《沿淮城市群规划（2006-2020 年）》；

《大别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 年)》；

交通运输部出台《关于实施绿色公路建设的指导意见》；

《交通运输部关于服务和支撑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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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大别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 年）；

《安徽省城镇体系规划（2011-2030 年）》；

《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

《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农村道路畅通工程的意见》（皖政﹝2015﹞

133 号）；

《安徽省交通运输厅关于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的实施意见》（皖交规

划〔2015〕94 号）；

《安徽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加强农村公路网规划编制工作的指导意见》（皖

交规划函﹝2017﹞271 号》；

《安徽省交通运输厅关于服务和支撑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指导意见》（皖交规

划〔2019〕29 号）；

《安徽省国道网布局调整规划》；

《安徽省普通省道网规划（2016-2030 年）》；

《安徽省交通运输“十三五”发展规划》；

《安徽省公路“十三五”发展规划》；

《安徽省公路统计资料摘要》；

《阜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2-2030 年）》；

《阜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各年度阜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阜阳市综合交通枢纽规划（2013-2030 年）》；

《阜阳市交通运输“十三五”发展规划》；

《阜阳市农村公路路网规划（2015-2030 年）》；

《阜阳市（阜南）轨道交通发展规划》；

《阜南-阜阳同城化发展规划（2019-2035 年）》；

《阜南县县城总体规划（2015-2030 年）》；

《阜南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各年度阜南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阜南县“十三五”综合交通发展规划》；

《阜南县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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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阜南县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16-2030）》；

《阜南县四好农村路实施方案》；

《阜南县城市公共交通和城乡客运一体化发展规划（2018-2030）》；

《阜南县国土空间规划》；

《阜南县国省道空间发展规划》；

中国工程院交通强国研究课题组对农村公路网规划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1.4 规划思路

研究按照“现状评价—需求分析—规划目标—布局规划—重点任务—实施方

案—措施建议”的编制思路展开，通过深入调研阜南县经济社会和交通发展现状，

研究分析近年来阜南县农村公路网存在的主要经验和问题；把握阜南县经济巩固

发展面临的外部条件和需求特征，对新时期阜南县县道的功能、体系、层级、分

布区位进行定位；在此基础上明确规划指导思想、规划原则和规划目标；确定阜

南县县道网的布局规模，通过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方法相结合，拟定阜南县县

道网规划方案及命名编号；综合考虑资金、土地等约束条件，统筹安排建设重点；

对规划方案进行多方面评价；提出实施措施和政策保障。

1.5 规划过程

我公司接到本项目研究工作后，随即成立课题组着手收集资料，编制项目大

纲。通过实地调研踏勘、与相关单位进行座谈等形式，了解并分析阜南县农村公

路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听取了各相关单位提出的建议，明确了规划项目研究的

重点。通过结合各部门所提供的相关资料，拟定本次规划的研究方向。在此基础

上，课题组于 2018 年 10 月形成了规划研究报告的初稿并征询相关单位、部门和

乡镇的意见和建议。2020 年 5 月，结合《阜阳市农村公路网规划（县道、乡道）

（2019-2030 年）》成果对报告修编形成了《阜南县农村公路网规划（县道）

（2016-20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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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阜南县规划县道一览表

线路编码 路线名称 起点 终点 所经乡镇 里程(km) 原路线编码 规划等级

X104 延长线 颍州界 焦陂镇 许堂乡、焦陂镇 9 X046 二级

X105 颍王路 颍州界 王家坝 许堂乡、柳沟镇、苗集镇、鹿城镇、王化镇、于集乡、王家坝镇 43.560 X053、X055 等 三级以上

X203 插黄路 颍州界 黄岗镇 朱寨镇、张寨镇、黄岗镇 15.481 X045 等 三级以上

X204 坟郜路 颍州界 郜台乡 朱寨镇、焦陂镇、黄岗镇、郜台乡 27.157 X059、Y026、Y038 等 三级以上

X205 桑龙路 颍州界 洪河桥镇 田集镇、鹿城镇、龙王乡、地城镇、洪河桥镇 36 S202、X052 等 三级以上

X206 桑段路 颍州界 段郢乡 新村镇、柴集镇、王店孜乡、赵集镇、会龙镇、公桥乡、段郢乡 40.059 Y010、Y055、Y057 等 三级以上

X207 桑吕路 颍州界 临泉界 新村镇、王店孜乡 8.001 Y002、Y014 等 三级以上

X207 南延 临泉界 河南界 方集镇、段郢乡 11 X061 二级

X307 王老路

颍上界 颍州界 1 朱寨镇、许堂乡

41.484 X044、X051 等 三级以上

颍州界 2 临泉界 柴集镇、新村镇

X308 十宋路

颍上界 颍州界 1 朱寨镇、张寨镇、焦陂镇、许堂乡

42.413 Y024、Y025、Y033、Y039 等 三级以上

颍州界 2 临泉界 田集镇、赵集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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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编码 路线名称 起点 终点 所经乡镇 里程(km) 原路线编码 规划等级

X309 黄陈路 颍上界 临泉界 张寨镇、黄岗镇、中岗镇、苗集镇、鹿城镇、赵集镇、会龙镇 43.437 S328、Y058 等 三级以上

X310 鲁艾路 颍上界 临泉界 郜台乡、曹集镇、老观乡、王家坝镇、洪河桥镇、地城镇、段郢乡、王堰镇 79.351 X059、Y061、Y074 等 三级以上

X310 东延 段郢 公桥 段郢乡、公桥乡 10 Y061 等 三级以上

X507 九新路 颍州界 新村镇 新村镇 2 CKH2、CKH5 等 三级以上

X530 谭方路 临泉界 方集镇 王堰镇、方集镇 16.218 Y062、Y078、Y092 等 三级

X540 程土路 颍州界 临泉界 新村镇、王店孜乡 17.391 Y002 等 三级以上

X541 三方镇 颍州界 方集镇 柴集镇、王店孜乡、田集镇、赵集镇、会龙镇、段郢乡 38.043 X047、X068、Y036 等 三级以上

X542 柴田路 颍州界 田集镇 柴集镇、田集镇 17.383 Y008、C188、C333 等 三级以上

X543 西许路

颍州界 1 颍州界 2 新村镇、柴集镇

21.827 X044、Y009 等 三级以上

颍州界 3 许堂乡 许堂乡

X544 南三路 颍上界 颍州界 张寨镇、朱寨镇、许堂乡 30.884 Y025、Y026、Y041 等 三级以上

X545 耿吕路 颍上界 临泉界 朱寨镇、焦陂镇、柳沟镇、田集镇、鹿城镇、赵集镇、会龙镇 44.719 Y022、Y037、Y045 等 三级以上

X546 袁王路 颍州界 王化镇 朱寨镇、张寨镇、郜台乡、中岗镇、王化镇 44.525 X057、Y025、Y065 等 三级以上

X547 五南路 颍上界 1 颍上界 2 张寨镇 1.034 Y041 等 三级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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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编码 路线名称 起点 终点 所经乡镇 里程(km) 原路线编码 规划等级

X548 张焦路 张寨镇 焦陂镇 张寨镇、焦陂镇 8.520 Y042、Y094 等 三级以上

X549 张田路 张寨镇 田集镇 张寨镇、黄岗镇、焦陂镇、柳沟镇、田集镇 23.410 Y043、Y044、Y077 等 三级以上

X550 黄柳路 黄岗镇 柳沟镇 黄岗镇、焦陂镇、柳沟镇 12.456 C602、C824、C826 等 三级以上

X551 柳王路 柳沟镇 王化镇 柳沟镇、苗集镇、中岗镇、曹集镇 24 X046、Y046、Y047、Y075 等 三级以上

X552 苗张路 苗集镇 谷河北坝 苗集镇 7.175 Y049、CH29、CH30 等 三级以上

X553 许城路

许堂西 颍州界 1 许堂乡

9.457 S202、S328 等 一级

颍州界 2 鹿城东 田集镇、鹿城镇

X554 城段路 鹿城西 段郢乡 鹿城镇、公桥乡、段郢乡、王堰镇 38 S328、X056 等 三级以上

X555 老段路 老观乡 公桥乡 老观乡、于集乡、龙王乡、地城镇、公桥乡、鹿城镇、赵集镇 43 X048、X058、Y068、Y093 等 三级以上

里程合计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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