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最好农路”，激发“最强大脑”，展示“最靓颜值”，寄托“最美乡愁”，厚积“最雅文化”。江苏省苏州市

将聚力实现农村公路由“优质工程”向“品质工程”乃至“气质工程”迈进，打造独具特色、形神兼备的“乡韵文化

路”“海棠花红路”，让公路交通行业的匠心、农村公路的大气和文化的灵气有机融合，让特色品牌农路成为一个个

向导，串联起“山水林田湖、城镇乡村景、畅安舒美绿”的乡村振兴宏图。

吴文化的发祥地
苏州市东临上海，南接浙江，西

抱太湖，北依长江，总面积 8657.32

平方公里，是吴文化的发祥地，著名

的江南水乡，经济发达、文风昌盛。

2017 年，苏州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1.7

万亿元，列江苏省第一、全国第七；

苏州市辖 4 市全部入选县域经济 100

强榜单前 10，其中昆山位列第一、

张家港第三、常熟第四、太仓第七；

2017 年，苏州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

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和外贸出口分别位

居全国大中城市第六、第二和第三位；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9977 元，

旅游总收入 2327 亿元，国内游客接待

12046 万人次，均列江苏省第一。 

苏州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中国世界遗产点最多的城市，地灵水

秀、人文荟萃。以古典园林、大运河苏

州段等为代表的世界物质文化遗产和

昆曲、古琴、宋锦、缂丝、端午习俗、

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等为代表的

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闻名中外；以周

庄、同里、木渎、甪直、千灯、锦溪、

震泽、凤凰等为代表的古镇文化翘楚

江南；以太湖、阳澄湖、东山、西山、

穹窿山等为代表的山水文化灵动飘逸；

以孙武、范仲淹、冯梦龙、顾炎武、

费孝通等为代表的历史名人不胜枚举；

以沙家浜、苏州烈士陵园、苏州革命博

物馆、太仓第一党支部、太湖游击队等

为代表的红色文化闪烁生辉；以阳澄湖

大闸蟹、水八仙、万三蹄、叫化鸡等

为代表的苏式饮食文化令人垂涎欲滴，

苏式食品与苏州丝绸、园林、工艺并称

苏州四大文化支柱。此外还有浓郁的蚕

桑丝绸文化、乡土文化……

农村公路发展水平全省领先
“十一五”以来，苏州市农村公

路建设步入快车道，先后投资近 330

亿元，新改建成农村公路 3000 公里，

农村公路危桥改造 800 座。截至 2017

年年底，全市农村公路里程 10960 公

里，占公路总里程的 91%，农村公路

桥梁 8168 座。农村公路三级以上占

64%，约为江苏省指标的 2 倍；县道

三级以上占 100%（省指标 90%）；乡

村道四级双车道以上占 73%，为省指

标的 1.9 倍。县道优良路率 99%（省平

均 85.6%）；乡村道优良路率 90%（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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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路率 78.2%），农村公路发展水

平全省领先。2016 年太仓市、2017 年

张家港市和昆山市已成功建成江苏省

“四好农村路”示范县。 

“条条都是样板路，条条都是精

品路”。党的十八大以来，苏州始终

坚持高质量、高标准推进农村公路建

设，确保每一条农村公路都是优质公

路，涌现出一批“四好农村路”建设

的“苏州样本”。环太湖片区的“太

湖蓝”“滨湖红”“太湖大堤”，连

通昆山和吴江的“周同公路”，张家

港的“凤恬路”，太仓的“南鹿线”等，

一条条韵味十足的农村公路，就像一

张张文化名片、一个个文化向导，承

载着地区浓厚的人文底蕴，引领大家

漫步苏州大地，感悟历史，消解乡愁，

助推乡村振兴，实现农民群众的美丽

乡村梦。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

乡愁”，以路为媒，遂成现实。以常

熟蒋巷村为例，40 年前的蒋巷村，还

是一个“小雨白茫茫，大雨成汪洋”、

穷土恶水、血吸虫流行而且偏僻闭塞的

苦地方，村党支部书记常德盛带领村民

发扬“四千四万”精神，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成为江南水乡一颗璀璨明

珠，获得了“全国农村现代化建设示

范村”“中国小康建设十佳红旗单位”

和“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等荣誉。“蒋

巷村的发展离不开政府和公路交通部

门的大力支持，公路建设为蒋巷村的

百姓迈上幸福路、小康路插上了翅膀。

特别是农村公路建设，近几年来，公

路交通部门不论是在道路规划、还是资

金保障、人员技术等方面都给予了足

够支持，村里的道路拓宽了，毗邻公

交也开通了，百姓出行更加方便快捷，

路通了，啥都通了……”全国道德模范、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蒋

巷村党支部书记常德盛面带笑容地说。

蒋巷村如今令城里人羡慕、本村人舒

服、外国人信服。 

目前苏州共有 6 个村被评为“全

国美丽宜居示范村”，11个村入选“江

苏最美乡村”，开发乡村旅游精品线

路 11 条。同时，在全市已建成的美

丽乡村中，共开办农家乐 839 家，中

高档民宿180家，投资总额超10亿元，

带动当地从业人员 5000 余人，实现年

营业收入 7.24 亿元。

苏州市委的1号文件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乡村振兴战略

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

2018 年，苏州市委 1 号文件《关于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

展的意见》提出，要在促进城乡融合

发展、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建设美丽

生态宜居乡村、提升乡风文明水平、

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等方面取得新突破，并坚持和完善党

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努力率先实

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走出一条具有苏

州特点、体现标杆水平、城乡融合发

展的乡村振兴道路。

农村公路不仅是农民群众安全便

捷出行、促进农村产业发展和经济增

长的重要基础，也是农村居民享受教

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前提，更

是推进村容整洁、乡风文明、实现美

丽乡村的内在要求，保护利用乡村传

统文化、重塑乡村文化生态、发展乡

村特色文化产业都需要公路作为重要

载体。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把农

村公路作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中

之重，当好交通先行官，推动农村交

通与美丽乡村、旅游休闲、产业发展、

乡村治理、地域文化等深度融合。

苏州农村公路主要技术指标全省

领先，但是还未能与底蕴深厚的地域

文化、地方特色、乡村振兴、全域旅

游等较好地结合起来，面貌上千篇一

律，大众化有余而个性化不足。因此，

苏州围绕 2022 年计划建成 70 个特色

田园乡村、全市所有重点村和特色村

建成三星级康居乡村的目标，立足新

时代、贯彻新思想、落实新要求，以

更高的站位、更新的理念、更实的措

施，秉持系统化战略思维，建设具有

江南特点、苏州特色、人文特质的高

质量农路，切实推动农业更强、农村

更美、农民更富，实现乡村振兴和农

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下阶段，苏州的农村公路建设，

不仅要与苏州的经济地位和环境风貌

相匹配，还要站在为全省乃至全国探

索新路径的高度，解放思想，加大改

革创新力度，推动农村公路由“走得

了”“走得畅”向“走得好”“走得爽”

转变，由“通上车”向“富一方”转

常熟蒋巷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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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由“精品交通线”向“经典风景

线”转变，争取形成有成效、有亮点、

高质量的苏州样本。

高质量建设吴风雅韵市委“四
好农村路”

明确建设目标

2018 年 5 月，苏州与常州、南通

被省政府列为全省首批建设“四好农

村路”示范市，强调要突出地域文化

内涵。到 2018 年年底，张家港市、昆

山市、常熟市、太仓市、吴江区、吴

中区、相城区和高新区等四市四区要

建成省级“四好农村路”示范县，率

先高标准实现“四好农村路”示范县

全覆盖，高质量建成吴风雅韵“四好

农村路”示范市，主要体现在七个方面：

质量好。突出农村公路交通功能

和用户体验实效，兼顾内在质地和外

在品味的有机统一，加强“品质工程”

塑造，充分展示农村公路设施的功能

性和自然性。环境美。农村公路沿线

脏、乱、差现象得到有效整治或预防，

公路设施整洁，路容路貌整体视觉感

官良好，路域环境与周围自然生态系

统相互协调、融合。服务优。以突出

便民、利民、惠民和增强用户体验为

目标，因地制宜地加强交通功能及配

套服务设施的人性化设计，提供客货

畅达、现代智慧、体验舒适的交通服

务。安保强。交通安全生产隐患得到

及时处置，安全防护可靠、有效，应

急救援保障体系健全，应急处置高效。

文化浓。深入挖掘地域文化特色，借

助农村公路沿线绿化景观、服务设施、

交安设施、指路体系、文化墙、建筑

物、广告等设施载体，充分展现吴文

化特色，以及融入时代文化、红色文

化和公路行业文化等。带动大。紧密

契合乡镇经济、全域旅游、现代农业、

历史人文等发展需求，实现交通与沿

线经济要素的协调融合发展，对经济

增长具有较强的带动作用。幸福感高。

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是一切工作的根

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苏州“吴风雅韵”

四好农村路建设也必须坚持“以人为

本”，努力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

满意度。

明确发展路径

根据建设方案，着力建立健全“四

个体系”：建成优质畅通、安全便捷的

农村公路网络体系。今年完成农村公

路提档升级工程 130 公里；完成县道、

乡道及通镇村公交线路的村道安全生

命防护工程 1600 公里；完成 41座四、

五类桥改造；完成农村公路特色品牌

建设 40 个（重点特色品牌 8 个）、农

村公路绿色廊道建设 800 公里。完善

权责明晰、管理高效的农村公路管理

体系。农村公路要 100% 纳入政府工作

目标考核，重点落实农村公路管理、养

护等经费，确保农村公路政府财政稳

定投入100%，确保农村公路执法全覆

盖。健全科学专业、创新驱动的农村公

路养护体系。农村公路养护工程市场

化率要达到 100%、农村公路路况质量

达到 90% 以上、农村公路绿化率达到

100%。同时提升农村公路交通出行安

全水平，确保农村公路重要节点监控覆

盖率100%。优化服务均等、惠民、便民

的农村公路运输体系。城乡客运公交

化运营率要达到 100%。推进农村物流

体系建设，实现县、乡、村三级农村物苏州市“一核四片”特色农村公路品牌

吴风雅韵苏州农村公路的建设思路

四好农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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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网全覆盖。推进城乡交通运输一体

化建设，实现与文化、旅游、供销、电

商等资源的优势互补和融合发展。

全面打响品牌

高质量建成吴风雅韵的“四好农

村路”示范市，就是要深入挖掘吴文

化内涵，并与农村公路建设深入融合。

什么是“吴风雅韵”？就是要突

出城市的生态和文化特质，道路为墨，

河湖为水，路水相依，路景相融，仿

佛一幅淡雅的水墨画，透过这幅“水

墨丝路”画，沿线地区通过路水相连，

生态、文化、产业交织共生，欣欣向荣，

凸显苏州风范、苏州气度，这便是苏

州致力打造的“吴风雅韵”。

“吴”：一方面，吴是苏州古称，

代表地理和行政区划概念；另一方面，

代表一种文化即吴文化。苏州是吴文

化的发祥地。“风”：风指风情，为

苏州市“一核四片”各个不同地区的

地域风情、自然风情、人文风情、民

俗风情、历史风情等。“雅”：雅有

美好、高尚之意，是对苏州风情的高

度概况。苏州这方软水温土，千百年

来流溢着无数风雅、高雅、典雅、优

雅、文雅之事，养育出无数文化精灵。

“韵”：韵本意指和谐的声音，也指

情趣和韵味，充分体现了生活在苏州

大地的人民生活充满和谐、情趣和幸

福感，如同美好的田园牧歌一样，别

有韵味、回味无穷。总体上，即为“苏

州的自然、文化、民俗、历史等风情

美好、高雅，让生活在这方软水温土

的人民充满情趣和幸福感，如同聆听

乐章一般妙不可言”。

如何描绘这幅“水墨丝路”画？

目前，苏州初步确定了“1·4·8·

40”的苏州特色农路品牌集群建设计

划，“1·4”即苏州市级层面重点打

造“一核四片”的文化农路品牌集群，

除了“吴风雅韵”这一现代农路的“内

核”外，“四片”分别为依托东部环

湖农路（相城区、工业园区、昆山），

精心打造“经纬阳澄湖”品牌；依托

南部水乡农路（吴中区、吴江区、昆

山），精心打造“水乡珍珠链”品牌；

依托西部山水农路（相城区、高新区、

吴中区、吴江区），精心打造“太湖

风景线”品牌；依托北部生态农路（太

仓、常熟、张家港），精心打造“沿

江生态圈”品牌。目前，品牌线路已

基本确定，共约 100 余公里，约占全

市农村公路的十分之一。

“8·40”即 8 个县市区按照“一

路一风景”“一县一特色”“一村一

幅画”的模式，重点打造 8 个县级品

牌和 40 个子品牌，比如吴江区拟围

绕古韵、水韵、丝韵、文韵特色重点

打造“四韵和融”农路品牌，吴中区

重点打造“吴韵匠心”农路品牌，高

新区精心打造“e 芯服务”农路品牌

……40 个子品牌包括张家港的“醉美

山歌路”“乐行香山路”，昆山的“先

贤故里路”“美味蟹逅路”，常熟的“红

色传承路”“果园飘香路”，太仓的“红

色五公里”“9.26 品牌（久爱路）”，

吴江的“江村文化路”“枕水同里路”，

吴中的“诗梦乡里路”“乡村振兴路”，

相城的“清风正气路”“文创书香路”，

高新区的“梨花微雨风景线”“森林

氧吧体验线”等等。

品牌打造必须跳出部门看部门，

“四好农村路”建设不仅仅是交通的，

更是大众的，千万不能坐井观天。

2018 年 7 月 16 日，苏州市交通运输

局还专门启动了“大道吴行杯”农村

公路创意设计大赛，初步筛选出 100

个左右别具一格的创意，邀请各界人

士打开“脑洞”，为苏州“四好农村路”

建设提供独特创意，并在不远的将来

转化为耳目一新的美好现实。

今年 10 月 11 日，苏州市交通运

输局联合市委农办，启动了“四好农

村路”示范镇、示范路的评选工作，

与此同时，还着力推进了“海棠花红

路”的评选，此举将为高质量建成吴

风雅韵省级“四好农村路”示范市增

光添彩。

特色农路，引来特色产业、特色

生态、特色文化；“好行”，带来“好

吃”“好看”“好玩”。在“四好农村路”

的强劲支撑下，“鱼米之乡”谱写出

城乡发展一体化崭新篇章。苏州农业

现代化指数连续多年位居全省前列，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万元，

继续保持全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

缩小到 2：1 以内，是全国城乡居民收

入差距最小的城市之一。随着路的蝶

变，一条条最富内涵特色、最有发展

潜力、最具观赏价值的生态田园风光

带、特色旅游风光带、运河文化风光带、

沿湖休闲风光带跃入眼帘。

苏州市文化公路新城路改造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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