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增多条城际铁路

客运专线规划有成西客专、成贵客专、成

渝客专、渝雅客专。成绵乐城际铁路在邓双镇

设站；规划成资泸城际铁路，由天府铁路新客

站向东南经资阳、内江至泸州；规划新增成自

宜城际铁路，由天府铁路新客站向南经仁寿、

荣县至自贡和宜宾。铁路货运线上，利用成自

宜城际铁路， 出省后沿成贵铁路向广东湛江

港延伸， 形成通向湛江港出海口的成湛铁路

货运通道，远期在龙泉山东侧、三绕南侧新建

货车外绕线， 逐步取消现有货运外绕线的货

运功能。天府新区内将建成普兴、青龙、新兴、

大林四个铁路货站， 并在新区形成天府铁路

新客站为主客、龙泉驿站为辅的铁路客运站。

大力打造轨道交通

规划构建以公共交通和慢行交通为主

体、 体现天府新区发展特色的综合交通运输

系统和交通出行模式，营造“快慢结合、动静

相宜”的低碳高效交通环境。

规划期末， 实现从天府新区核心区40分

钟内可到达成都主城区（天府广场）和彭山、

新津县城，60分钟内可到达成都市北部地区以

及眉山、邛崃、资阳市中心和仁寿、蒲江县城；

新区内80%的地区均可在50分钟内通过轨道

快线或快速路到达成都主城区（天府广场）。

新区范围内规划轨道线网总长度达360

公里。新区的轨道系统包括轨道快线、轨道干

线和轨道旅游专线三部分。

新区范围内规划轨道线网总长度达360公里。

新区的轨道系统包括轨道快线、 轨道干线和

轨道旅游专线三部分。

轨道快线4条，总长约180公里。包括：K1

线、K2线、K3线、K4线，全长约64公里。轨道

干线8条，总长约135公里。

停车设施：停车设施分区供应

在天府新区， 停车设施分区供应策略将

得以推行，建立差别化的基本车位供应政策，

在天府新区的中心商务区、 公共交通枢纽等

地区执行相对严格的停车需求管理， 其他地

区适当提高停车设施供给。 并建立天府新区

分区差别化的建设项目车位配建指标， 强化

对建设项目配建停车场用地的控制和监管；

建立完善合理的停车收费制度， 鼓励社会资

金投资公共停车场的建设， 鼓励地下停车库

或立体停车楼的建设。

在停车供给的规划中， 提别提到重视自

行车停车场的建设和管理， 建设完善的自行

车停车设施。

出租车：2020年达到8000辆

根据规划， 新区内的公交线网由公交骨

架快线、 公交普通干线以及公交普通支线三

级线路构成。

天府新区的出租车运行管理， 将建立智

能化的调度和信息管理系统， 总量2020年控

制在8000～10000辆，2030年控制在11000～

13000辆。

此外，天府新区还将建立包括分级的旅

游集散中心、轨道旅游专线、观光巴士线、绿

道、景区道路等在内的旅游交通体系；规划

双流机场和天府铁路新客站2个一级旅游集

散中心和双流、龙泉、三岔湖、籍田、黄龙溪5

个二级旅游集散中心，覆盖新区所有的功能

区，并与新区轨道线、快速路和绿道系统紧

密连接。

除了快速交通建设，慢行交通系统在整个规划中也占有

重要的位置。

根据规划，天府新区将提高慢行交通在城市交通结构体

系中的地位，在交通设施的规划、建设和管理中加大对慢行

交通的投入，逐步建立“安全、友好、宁静”的新区慢行出行环

境，关注弱势群体的出行权，重视对残疾人出行环境的改善；

形成具有一定连续性和可达性的自行车和步行专用绿道系

统，并与成都市的绿道系统整体衔接；鼓励自行车停车换乘，

通过公共交通枢纽强化慢行系统与公共交通系统的衔接和

整合。同时，以新区的城市道路为依托，建立与新区土地利用

相协调的非机动车廊道；结合新区内锦江、鹿溪河、江安河、

三岔湖等滨水岸线建设步行带， 形成特色景观步行系统；按

照“快慢分行、人车分离”的原则，建立完善的地面和立体人

行及自行车过街设施。

打造自行车专用绿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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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新区的出租车运行

管理，将建立智能化的调度和

信息管理系统，总量2020年

控制在8000～10000辆。

客运专线规划有成西客

专、成贵客专、成渝客专、渝雅

客专。 成绵乐城际铁路在邓双

镇设站；规划成资泸城际铁路，

规划新增成自宜城际铁路。

规划形成“两横、四纵”

路网布局，“两横” 为绕城高

速和二绕，“四纵” 为机场高

速、成雅、成自泸及成渝高速。

交通

便捷

K1线

经新津、正兴、天府铁路新

客站枢纽、兴隆、合江到三

岔湖， 规划区范围内长约

47公里

K2线

经黄龙溪、公兴，向

北与市区5号线连

通，全长约30公里

K3线

接1号线南延线向南， 经天府

铁路新客站枢纽、 籍田至视

高，全长约39公里

K4线

经龙泉、柏合、太平、南部现代

农业科技功能区、黄龙溪至邓

双城际站，全长约64公里

新区范围内规划轨道线网总长度达

360

公里。新区的轨道系统包

括轨道快线、轨道干线和轨道旅游专线三部分。

轨道快线

4

条，总长约

180

公里。包括：

K1

线、

K2

线、

K3

线、

K4

线，

全长约

64

公里。

轨道干线

8

条，总长约

135

公里。分别为：

G1

线：始于龙泉驿，终于邓双城际火车站。

G2

线：始于籍田旅游集散中心，终于双流机场。

G3

线：沿高端服务功能集聚带西侧，终于龙泉山西麓。

10

号线：始于红牌楼站，终于双流机场。

8

号线：始于龙潭乡，终于双流大学园片区及临空经济区。

6

号线：始于郫县，终于新区的行政、文化中心，与

G2

线连通。

11

号线：始于四川大学站，终于龙泉驿经济开发区南部，与

K3

线连通。

2

号线：始于犀浦，终至龙泉旅游集散中心。

在龙泉山东侧的 “两湖一

山”国际旅游度假区，由南

向北经高家大佛旅游区、

三岔湖生态休闲度假区、

武庙湿地公园、 五指湿地

公园、龙泉湖湿地公园，并

分别与新区轨道快线K1线

以及成都市区2号线连接。

旅游专线

邓双城际火车站

龙泉旅游

集散中心

4条快线

8条干线

1条专线

根据未来规划， 天府新区

将建成3个地下空间密集区，

分别布局于高新区大源金融商

务区、RBD游憩商业区、 天府

铁路新客站北侧总部商务区。

天府新区将推进新机场建设，规划建设多条城际铁路、高速公路、快速路，并改造岷江航道建设旅游小码头……根据四川天府新区总体

规划，新区将建设以集约化、多元化客运体系和社会化、专业化货运体系为特征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与成都主城区共同形成国家西部的区域

性门户枢纽，支撑区域的空间布局和经济、产业一体化发展。

核心区到天府广场 只要40分钟

规划新区内轨道线网总长度

360

公里， 几乎相当于

20

条

现在地铁一号线的长度；规划里专门辟出“慢行交通系统”板

块，提出加大对慢行交通的投入……

“这些都能看到天府新区交通规划的理念包括绿色和高

效。”西南交通大学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院长彭其渊说，交通

是一个区域规划中最基础的部分，引领产业功能布局，而天

府新区的交通规划更着力于公交优先。可以预见，未来新区

必然有很大的出行需求，而运量大、速度快、能耗低的轨道交

通在新区公共交通中占比也会越来越大。在

2020

年，新区内，

公共交通出行比例达到

30%

，其中轨道交通

15%

，

2030

年，公共

交通出行比例提高到

45%

，轨道交通

25%

。在他看来，新区规

划中的轨道交通不仅体量大，而且形式多样，包括有轨电车、

地铁和轻轨， 实现新区内功能区之间的快速联系和接驳。在

产城单元内部，绿色交通体系依然在高效运转，依靠常规公

交来实现基本的交通需求保证。通过轨道交通、快速公交、常

规公交等方式，在几张交通网的接驳上实现了天府新区高效

的运作。

而慢行交通的被重视， 也是先进交通规划理念的落地。

“在天府新区这张蓝图上， 先进的规划理念也即将变现。”彭

其渊表示，天府新区的规划起点更高，引入更先进的理念，也

会有更完善的交通配套。此外，天府新区的对外交通通道也

很完善，将和主城区一起强有力地构建起西部交通枢纽。

本版采写 成都商报记者 赵素冰

未来在天府新区，吃喝玩乐、娱乐办公将

不仅在高楼大厦， 越来越多的人将会走到地

下。无论是水电气、通信等基础设施，还是环境

卫生方面的安排， 都体现出智慧城市的前瞻

性和智能的特点，未来无论是住在天府新区，

还是工作在天府新区，都会感到非常方便。

根据未来天府新区的地下空间开发利用

规划， 天府新区将建成3个地下空间密集区，

分别布局于高新区大源金融商务区、RBD游

憩商业区、天府铁路新客站北侧总部商务区。

同时， 规划还确定了天府新区地下空间的重

点开发区，除了上述的三大区域外，还包括龙

泉高端制造产业功能区中心、双流县城中心、

双流空港周边地区、 创新研发产业功能区中

心等等。

在这些地下空间内，交通将会非常方便，

不仅与地铁“无缝衔接”，同时还会建设地下

停车库，可以驾车直接驶入。同时，在这些地

下空间内，商业服务和文娱设施将一应俱全，

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

规划指出， 在天府新区建设地下空间是

按照建设紧凑、集约型的要求，通过构建功能

齐全、安全方便、环境优美的地下空间体系，

可以有效提高城市空间利用效率， 完善城市

功能。不过，根据规划，托儿所及幼儿园等教

育设施、大型公共设施、医院等机构暂时还不

会建到地下空间中。

西南交大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院长彭其渊

先进交通规划

引领新区产业功能布局

拟建3个地下空间密集区

吃喝玩乐 都到地下

水资源供应

2015年再生水利用率将达10%

� � � �未来，天府新区将利用中水回用系统纳

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加大对再生水的利

用。按照规划，到2015年，再生水利用率将达

到10%，到2020年，这一比率将提高至20%，

而到了2030年，这一比率还将提高到30%。

通信设施

大规模建设打造“无线城市”

整个天府新区将新增17座单局容量

为30万门的交换局。据了解，这将是一项大

规模的通信基础设施建设， 将为天府新区

的通信需求提供有力支撑， 为天府新区的

无线城市和智慧城市建设打好“地基”。

环境卫生

生活垃圾将全焚烧

未来天府新区的生活垃圾将全焚

烧，实现生活垃圾处理无害化、减量化、资

源化， 同时在天府新区推行生活垃圾的分

类收集、分类清运和分类处理。

有快有慢

●交通枢纽：建设成

渝客专龙泉驿站，启动天

府铁路新客站综合交通

枢纽的建设。

高速公路与城市快

速路： 加快第二绕城、成

自泸高速建设；启动龙新

快速路、 元华快速路、红

星路南延线北段、双简快

速路、三岔湖旅游快速路

等骨干道路系统建设。

●轨道交通：K1线一

期 （新津站至龙泉山西

麓， 长约32公里）、K3线

一期 （北接成都市区1号

线，南至煎茶镇，新建段

长约11公里）、G2线一期

（北至双流机场， 南至煎

茶镇东， 长约27公里）、

市区6号线（新区范围内

长约9公里）， 全长约79

公里。

（2）市政基础设施项目

●给水设施：启动江

安水厂、金马水厂、东风

水厂等3个水厂的一期建

设工程，规模分别达到70

万吨/日、40万吨 /日、40

万吨/日。

●排水设施： 分别启

动在空港高技术产业功能

区、 成眉战略新兴产业功

能区、 南部现代农业科技

功能区、 龙泉高端制造产

业功能区的新建污水处理

厂工程， 处理规模分别为

40万吨/日、15万吨/日、15

万吨/日、20万吨/日。

●电力设施： 启动新

津500kV变电站和区内17

个220kV变电站的建设。

●燃气设施：启动煎

茶、平桥门站的建设和高

压燃气管线的敷设。

（1）交通设施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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