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市交委主任刘兵:

双流机场扩能
新增机位52个

昨日召开的市委全会提出，成
都将加快建设西部综合交通枢纽，
全面提升对外交通、通信互联互通
水平，建设国家级国际空港枢纽、
国际铁路枢纽、高铁枢纽、高速公
路枢纽和区域通信枢纽城市。国家
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所长汪鸣
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建
设西部综合交通枢纽，将让成都更
全面地融入全球经济版图。

汪鸣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央提出了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
局的新思路，重点实施“一带一
路”、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我国经
济发展空间格局的战略性调整，核
心是加快推进国内、国际跨区域的

产业合作与发展，对综合运输体系
的建设提出了跨区域设施通道化、
国际国内运输服务一体化，以及城
镇化地区交通运输高效化发展的
要求。成都是“一带一路”和长江经
济带两大国家战略的交汇点，作为
传统的内陆经济发展城市，也是新
的国家战略中对内、对外开放的前
沿枢纽和产业发展高地。

全会提出，优化和拓展城市发
展空间，建设大通路、促进大开放是
关键。为此，成都将加快构建“空、铁、
公、水”四位一体的现代立体交通网
络体系，打造畅通西部、联接全国、通
达全球的西部综合交通枢纽。在着力
打造国际空港枢纽城市方面，加快天

府国际机场建设和双流国际机场扩
能改造，争取开通更多国际航线，架
设通达全球的空中丝绸之路。

汪鸣表示，一座城市是否是综
合交通枢纽与机场的发达程度密
不可分，目前，成都的年旅客吞吐
量已经超过 4000 万人次，随着成
都天府国际机场的开工建设，未来

“一市两场”的格局将会让成都更
深入地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同时也
会带动成都自身的产业结构调整
和升级。

他表示，成都是典型的内陆城
市，不沿海不沿边。成都依托新机场
建设，构建“一市两场”体系，有利于
深化和扩大成都面向欧洲、非洲、西

亚等地区的开放合作，从而更全面
融入全球经济版图。成都的双机场
格局还有利于促进成都市产业转型
升级。他认为，航空的快速发展将极
大缩短成都市与国际市场的时空距
离，使成都对各类创新要素更具吸
引力，有力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高
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加快发
展，形成具有经济特色的高端产业
集群，有利于带动成都产业结构升
级和发展方式转变。

全会还提出，成都将深入实施
“蓉欧＋”战略，加快建设成都国际
铁路港，构建贯通欧亚的陆上丝绸
之路。同时，把高铁建设作为巩固
城市战略地位的重中之重，加快构

建“148”高铁交通圈，统筹建设“二
环十射”铁路网，打造国家高铁枢
纽城市。成都将继续完善“三环十
三射”高速路网，推动形成成渝西
昆贵“钻石经济圈”高速公路骨架，
打造国家区域高速公路枢纽。成都
还将深化与重庆、武汉、泸州、宜宾
等港口的合作，构建通江达海的铁
水、公水联运系统。汪鸣认为，对于
处于内陆地区的成都而言，高效的
多式联运系统对产业布局发展和
产品、产业走出去的作用重大，从
航空、铁路、公路、水路等方面创新
联运服务模式，将有助于成都加快
建设西部综合交通枢纽。

成都商报记者 韩利

市公交集团董事长王昌干

成都将发展
微循环公交

为方便市民出行，成都提
出，将发展大容量公交和微循
环公交，提高公交调度效率，
提升线路接驳能力。成都市公
交集团董事长王昌干昨日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未来近郊区
市县可能还会有一些干线车、
支线车，但主城区、中心城区
肯定就是以主线车、微循环公
交为主，天府新区还是会存在
干线车。同时他透露，从今年
开始，成都市公交集团将做好
对接地铁，引领城市发展格局
的地面公交改革。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高速公路方面，会上提出完善“三
环十三射”高速路网，推动形成成渝西
昆贵“钻石经济圈”高速公路骨架，打
造国家区域高速公路枢纽。目前成都
高速公路通车里程为830公里，“十三
五”期间将进一步加密，到“十三五”末
将达到1380公里通车里程。

记者从成都市交委获悉，高速公

路将加快推进新机场高速、成都经济
区环线高速、成都至宜宾高速公路建
设，还有加快前期工作，比如一些扩容
改造项目，成彭高速、成乐高速、成南
高速、成绵高速等，根据具体情况，将
采用扩容至八车道、新建复线，或两种
方式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扩容改造。

成都商报记者 张舒

“出川这314公里
要快也要稳”

一趟趟中欧班列蓉欧快铁
从成都出发，有着一群人，他们
站在班列的最前方，却是幕后
人，他们就是来自成都铁路局
机务段的货运司机。

今年 40 岁的胡勇是成都
机务段成都北第一运用车间宝
成车队的一名货运司机，所有
出川的货运专列，只要是经过
宝成线的，都由他们车队负责，
其中他们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
蓉欧快铁班列。

蓉欧快铁班列从成都出
发，一路驶向欧洲，就好像一场

“接力赛”。“我们这群货运司机
就是负责这场‘接力赛’的第一
棒。”胡勇说。他们将蓉欧快铁
班列从成都开出，抵达广元，就
将交由其他铁路局的司机驾
驶，中途不断由所辖地的铁路
部门货运司机换班。

胡勇所在的宝成车队有
500 多人，正式货运司机有约
200 人，这些司机都经过了严
格的挑选和训练。

作为蓉欧快铁的始发段，
胡勇他们要从成都至广元这
314公里驾驶列车4小时50分
左右，“在川内的这段线路多为
山区铁路，为了保证速度和安
全，对驾驶的要求很高。”胡勇
告诉记者，蓉欧快铁班列一般
都是 40 多节车厢，载着货物，
要快也要稳。

胡勇说，314 公里的铁路
线上多隧道、上坡下坡，汛期还
可能有落石和塌方，冬天起雾
视野又受限，需要精神高度集
中。“10 多度的坡度对汽车来
说并不算高，但那么长的列车，
要稳上稳下，就需要技术了。”

作为蓉欧快铁“接力”的第
一棒货运司机，胡勇回忆，刚开
始的时候，可能半个月乃至一
个月左右才能轮到一次，3 年
多时间过去了，现在胡勇基本
每周都有一趟任务是驾驶蓉欧
快铁。

快速的发展，还体现在货
物以及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
上，胡勇说，“过去从成都运出
去的茶叶、蜀绣等东西比较多，
现在电子产品等高科技产品更
多了。”

而且三年多以前蓉欧快
铁班列的车厢是五颜六色的，
集装箱的款式各不相同，随着
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车厢
也更加整齐划一了。蓉欧快铁
已成为目前开行速度最快、开
行频率最稳定的中欧直达班
列，单程运输时间已缩短至
10.5 天，其运输时间仅为海运
的 1/3，运输成本仅为空运的
1/6~1/8。

成都商报记者 张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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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参与者

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

我叫成都，
胸怀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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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鸣
国家发改委

综合运输研究所所长

成都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主要任
务当中，加快建设西部综合交通枢纽
是其中之一。加快建设西部综合交通
枢纽，全面提升对外交通、通信互联互
通水平，建设国家级国际空港枢纽、国
际铁路枢纽、高铁枢纽、高速公路枢纽
和区域通信枢纽城市。成都将着力打
造国际空港枢纽城市，加快天府国际
机场建设和双流国际机场扩能改造，
争取开通更多国际航线，架设通达全

球的空中丝绸之路。
据成都市交委主任刘兵介绍，目

前双流机场客流量以每年10%的速度
增长，预计今年将达到4600万人次，到
2019 年新机场建成前后，就将达到
6000 万人次左右，所以现在双流机场
按照每年6000万人次的旅客吞吐量进
行扩能改造，将新增加一个滑行跑道，
新增加机位52个。

同时，新机场建设方面，刘兵表
示，预计新机场总图规划将在本月
底前由相关部门正式批复，初步设
计方案预计 11 月底之前批复，力争
年底之前控制性工程的施工图设计
批复。 蓉欧快铁“接力”第一棒的

货运司机胡勇

铁路方面，成都提出把高铁建设
作为巩固城市战略地位的重中之重，
加快构建“148”高铁交通圈，统筹建设

“二环十射”铁路网，打造国家高铁枢
纽城市。刘兵表示，通过征求中国铁路
总公司等，成都枢纽总图修编已通过
专家评审，现在正进行行政审批程序，
预计在11月底之前将获得铁总批复。

按照整体规划，成都将打造高速
铁路“三张网”，“第一张网”就是，未来
成都将形成8条出川高铁通道，分别联
通兰州、西安、武汉、重庆、贵阳、昆明、
拉萨、西宁等地。

“第二张网”，根据成渝城市群的
国家定位，成都到成渝城市群各个城

市的城际铁路要保证1小时达到。
“第三张网”则是结合轨道交通加

速成网计划，推动地铁、市域大铁、有
轨电车等多网多制式融合，建设轨道
交通大都市区。关于市域大铁公交化
运行，成都是目前全国唯一一个在做
规划的城市，预计相关规划将在下月
获批。预计到2020年，将实现200公里
铁路公交化运行，其中计划包括成灌
快铁、成蒲铁路等。同时，计划成都至
德阳的城际铁路首先实现公交化运
行，目前正在与铁路部门衔接，增加列
车车次，缩小发车间隔。

此外关于磁悬浮列车方面，目前
还在由规划部门牵头，做规划工作。

高铁打造“三张网”
成都到德阳高铁公交化运行

面对市民的出行需求，成
都地铁公司按照机动化占全方
式出行的 70%，公交占机动化
出行的 70%，轨道交通占公交
出行的 80%的交通结构目标，
加速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修编和
项目建设。

“这个规划实现以后，市民
在10~15分钟内可达轨道交通车
站。”成都地铁公司董事长胡庆
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
市民反映比较集中的是1号线的
拥堵问题，为解决这个难题，地
铁公司将对地铁1号线设备进行
改造，按照1号线3期2分钟1趟
的标准对设备、信号系统进行改
造。同时，将加快5号线建设，力
争2019年通车，有效分流南北向
客流。

另外，18号线已经被纳入
了第四期成都市城市轨道交通
近期建设规划编制之中，线路
走向也将出现调整。“18 号线
原来规划是火车南站到新机
场，现在新的规划中，起点和终
点都将延长，火车南站延到火
车北站，新机场延长到简阳。”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地铁18号线
已纳入规划编制

着力打造国际空港枢纽城
市，加快天府国际机场建设和
双流国际机场扩能改造，争取
开通更多国际航线，架设通达
全球的空中丝绸之路。

加快建设成都国际铁路
港，构建贯通欧亚的陆上丝绸
之路。把高铁建设作为巩固城
市战略地位的重中之重，加快
构建“148”高铁交通圈，统筹
建设“二环十射”铁路网，打造
国家高铁枢纽城市。

完善“三环十三射”高速路
网，推动形成成渝西昆贵“钻石
经济圈”高速公路骨架，打造国
家区域高速公路枢纽。

深化与重庆、武汉、泸州、
宜宾等港口的合作，构建通江
达海的铁水、公水联运系统。

坚持以轨道交通引领城市
发展格局，强力推进轨道交通
加速成网计划，推动地铁、市城
大铁、有轨电车等多网多制式
融合，建设轨道交通大都市区。

建设西部综合交通枢纽

地铁公司

市公交集团

使使

命命
市委十二届七次全会

特别报道

高 端 访 谈

成都地铁公司董事长胡庆汉

建设西部综合交通枢纽 成都将更全面融入全球经济版图

高速路网加密
“十三五”末通车1380公里

2016年5月26日，双流国际机场，中国首架波音787-9飞机成功首航北京-成都航线，参加活动的“小小乘务员”走下舷梯 成都商报记者 王勤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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