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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西站：“西部之眼”的梦想与实践
解读重庆市地产集团西投公司建设公益项目的市场化探索

苍翠的中梁山麓，刚刚建
成投用的重庆西站站房，像一
只巨大而灵动的眼睛，它被市
民亲切称为“西部之眼”。

透过它，地处“一带一路”
和长江经济带连结点的重庆，
看到了一个广袤的世界；透过
它，世界也看到一个在内陆开
放高地建设上砥砺前行的新兴
直辖市。

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
重庆推进大城细管，精心打造
每一处街巷、景点和建筑，让城
市一步一景、步移景换。“西部
之眼”，正是重庆新近打造的最
重要的城市景观节点之一。

建设现代经济体系，实现
高质量发展，“西部之眼”还有
着更开阔的视野、更创新的思
路、更务实的举措。

你在苏宁网上或者线下任
一商场购买商品的消费记录，
未来都将汇集到重庆，技术人
员通过一套数学模型，很快就
会弄清你的消费习惯，并预测
你未来消费趋势，然后根据这
些信息去指导上游厂家，为你
生产出独具个性的商品——去
年末在渝签约落户的苏宁慧谷
项目，是资本对我市以智能化
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行动的
强力响应。

事实上，上述项目，除了数
据中心、智慧物流、苏宁金融等
功能外，还包括苏宁全国第二
总部。而和苏宁一样，近一年
时间，福中集团等 10 多家全国
著名企业都与我市签订战略协
议或者达成共识，将把第二总
部落户重庆，与苏宁为邻。

你或许很难想象得到，这些
企业在重庆总部的落脚地，不是
我们所熟知的任何一个总部经
济园，而是这个让人眼前一亮的
精美绝伦的“西部之眼”。

众所周知，车站码头嘈杂
混乱，尽管人流量大，但商业转
化率低，很难承载高端商业或
高端住宅，更不要说对周边环
境有着苛刻要求的总部经济。

那么问题来了，吸引一众
知名大企业的总部纷纷落户，
作为“西部之眼”的投资建设
方，重庆市西站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重庆西投”）到
底放了什么“大招”？

重庆西站为目前
国内最大跨度的拱形
屋面车站。拥有全国
唯一的大跨度组合拱
桥支撑结构体系，跨度
达到了192米，为了完
美体现“明珠”形象，主
体采用了双层墙体系，
内墙起到了保温隔热
防 水 功 能 ，外 墙 用
3910块不同尺寸的曲
面铝单板拼接而成。
采用BIM模拟与全站
仪定位控制方式施工，
仅外墙的精度和平整
度控制就在0.5毫米以
内。

重庆西站是全国
第一个使用清水混凝
土雨棚。不作任何装
饰，一次成型，保证了
结构固有的美感，安
全性更高。为达到设
计效果，从模板材质、
模板拼缝位置、细部
做法、混凝土配合比、浇筑方式等
多方面，建设方进行了10余次样
板实验，最终填补了国内铁路站
房中的技术空白。

重庆西站候车室内的商业休
闲空间合理开发利用为全国之
最。利用旅客进站楼梯，把夹层
的商业平台延伸至进站楼梯顶板
入口上端，让商业、旅客休息空间
在原基础上扩大了一倍，实现了
室内空间完美的统一和协调。

重庆西站首月到发列车71.5
对/日。

单日到发旅客突破10万人次。
此两项指标创下全国大型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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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项目建设与运营之惑

话还要从头说起。
2010年，重庆市政府通过了《重庆西站

设计方案》，将重庆西站定位为重庆对外的
又一主要门户枢纽以及综合铁路车站。

2013年，重庆西投成立，同年，西站铁路
综合交通枢纽正式启动前期规划设计和征
地拆迁。

依托国家“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建设
西部最大综合交通枢纽项目，助推重庆内陆
开放高地建设，重庆西投承担了重大历史使
命，也面临现实的巨大挑战——资金缺口高
达67亿元。

重庆西投的母公司是重庆市地产集团，
后者作为政府投融资平台，主要任务是收储
土地，投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待土地增值
后再出让土地，从而弥补基础设施建设资
金。但这一次的重庆西站项目，情况却有些
不同——它是西南最大的铁路综合枢纽，也
是一个纯粹的公益项目，似乎很难找到投资
回报的途径。

这是机场、车站、码头等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中面临的共性难题：天量的投资额，全
部由当地财政负担吧，总是捉襟见肘，政府
平台公司建设吧，没有利润回报。

“我们当时面临建设和运营的双重难
题”，重庆西投负责人说，从建设上讲，没有
盈利途径，就不可能在资本市场拿到钱，巨
大的资金缺口就成为一道无法破解的难题，
将拖延整个西站项目的建设进度。

从运营上讲，类似项目每年都还需要花
钱来维护，缺乏收入，却需要源源不断的支
出，资金缺口会越来越大。

另一方面，一座高铁车站该如何助推当
地区域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也是重庆西投
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例如，在九龙坡，石桥

铺、二郎至临近西站的华岩一线，在近20年以
来的城市化进程中自发成市，集聚着数十个
专业市场和数以万计的各类企业，业态较为
凌乱，市场主体“小散弱”。这一个大片区，能
不能借助西站建设的契机，整体提档升级实
现高质量发展？

以市场化手段破解难题

公益性项目突破困局的出路在哪儿？对
此，重庆西投开始了正反两方面案例的比对
研究。

他们发现，广东和江苏为承接全国运动
会专门修建的场馆，冷冷清清，靠财政贴钱
养护。但上海在体育馆旁边配备了四星级
宾馆以及多个商场和其他商业设施，每年有
上亿元的盈利。

上海东方明珠更是一个成功的典型案例。
1991年，上海市准备投资建设一座发射电视信
号的电视塔。此前修建的北京电视塔和天津电
视塔，投资额分别在3亿元左右。但上海市硬是
拿出了9亿元，高标准修建了一座兼具旅游观光
和发射电视信号的塔，此后每年收入几亿元，并
成功上市。

深圳一家国有企业以自身持有的部分
土地、上市公司股份等资产为抵押，与商业
银行签订贷款合同，筹集项目的建设资金，
银行按照商业贷款审核标准进行评审。由
于该公司资本规模较大，资产质量好，有稳
定的经营收入，银行经过评估测算，认为该
企业完全能够承担有关市政项目的建设资
金，因而授予相应的贷款额度。贷款双方仅
涉及到企业和银行，政府不提供担保或还款
承诺，也不签订项目回购协议。对于企业承
担的市政工程建设成本，政府则以土地出
让、资产注入等方式进行相应的资源配置，
由企业经营获利，从而进行补偿。

事实上，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来开展公益
性项目建设，既有助于城市基础设施水平的
提升，改善当地民众的福利水平，还能在不
增加地方财政负担的前提下促进地方经济
发展。这已经成为发达地区改革创新的一
种普遍做法。

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体制政策室主
任吴亚平认为，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应重点投
资于地方有一定经营性收入的准经营性项
目，加强投资项目的谋划和前期研究论证工
作，健全投资项目的投资回报机制，充分挖
掘项目潜在的商业价值，完善相关价格收费
机制，提高项目自身信用，为“项目融资”奠
定基础条件。

高铁新城“呼之欲出”

用市场化手段做公益项目，本质上是满
足公益需求的同时，寻找更多的价值接口，
简言之，有多个渠道的经营性收入。

但具体到一座高铁车站，该怎么做呢？
再具体到重庆西站，又该有怎样的策略？

纸上得来终觉浅，重庆西站一班人开始
走出去，在实地调研中找答案。他们发现，
巨大的广场几乎是国内所有火车站的标配，
但仔细观察，广场上其实都没有多少旅客，
人流稀疏。而在10多年前尤其是春运季节，
车站广场上人山人海，有人甚至要背着铺盖
卷在广场上排队几天才能买上火车票。

原来，随着铁路网上购票系统的开通，
旅客其实并不需要现场排队买票。而随着
城市“零换乘”交通的完善，四面八方的旅客
可直接抵达入站口，出站后，也可以从地下
通道直接疏散。地面上的巨大广场，它占据
着寸土寸金的城市土地，在铁路站场与城市
之间形成一个巨大的隔离，似乎成为了多余
的摆设。同时，光秃秃的广场上通常没有酒
店、餐饮等业态，中转的旅客要拖着行李箱
穿过广场走上好几百米去消费，非常不便。

事实上，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火车站
与普通的大楼无异，楼前没有大广场，旅客
楼上楼下进出换乘，通达效率却更高。

这是一个富有创见性的发现，把车站广
场变小，可节约大量土地，土地，是所有价值
接口的载体。不过，按照级差地租原理，远
离城市核心商圈的车站，很难聚集高端业
态，土地增值空间不大，按照重庆西投当时
的测算，它并不足以弥补重庆西站巨大的资
金缺口。

重庆组团式而非平原城市“摊大饼”的
发展模式，给了重庆西投重要启示——为什
么不能以自己为中心，自建一个功能完备的
新城区呢？国际国内经验都表明，通过城市
化，不仅能最大限度提升土地价值，还能通
过自成体系的城市生态，产生数以万计的各
类业态，它们，正是源源不断创造财富的价
值接口。

从交通枢纽站到一个新的城区，重庆西
站，由此将实现项目定位上的华丽转身。此
后，高铁新城、高铁经济带、高铁商圈等崭新
表述，陆续呈现在公众面前。

以高规格规划建设汇聚高端业态

一个新城区，到底该如何建？
首先得在人流最集中的地方建商圈。

高铁车站每年4000多万客流量，留住消费
是关键。而消费，得有商场、酒店、餐饮等设
施。

重庆西投对规划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
整，地面上此前的18万平方米商业，增加至
28万平方米。地下也预留了相对应的商业
面积。车库，也在此前基础上增加6万平方
米。

一座新城，还得有产业。重庆西站定位
的调整，为九龙坡区域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
契机。”重庆西站片区向西可承接川渝合作，
区位优势更加明显。石桥铺、二郎至华岩一
线30平方公里土地，被划定为高铁临港经济
区，未来将打造成为全市的创新创业中心和

新兴产业集聚地，而以苏宁为首的企业总部
经济，只是第一期的示范工程。”九龙坡区区
长刘小强说，重庆西站在发展定位上从一座
交通枢纽跃升为一个城市新区，为周边地区
的区域经济发展创造了难得的机会。

和九龙坡一样，沙坪坝区也试图从公益
项目市场化中寻找到自己的价值接口。该
区提出了更有针对性的区域经济概念——
高铁经济示范区。“我们的主要思路是‘站城
一体化’，即将作为交通节点的车站空间与
区域开发建设合为一体，通过车站空间和城
区空间的融合，构建全新的城市空间。”沙坪
坝区西站管委会主任周德华表示。

一座高规格的新城，除了高质量的产业
经济，还需要优良的生态环境和完备的生活
配套。为此，重庆西站周边的中梁山、九盘
子瀑布、天池水库、华岩湖、华岩温泉等自然
风景资源，以及华岩寺、魔幻山等国家5A
级景区，都制定了更加严苛的保护办法。生
活配套方面，高铁新城片区除现有西南医
院、新桥医院之外，沙坪坝还还规划了全新
的“健康城”项目。

“做好做活公益项目，市场化手段被证
明是最有效率的方法之一，但要采用怎样的
市场化手段，关键要看价值接口，要看盈利
的空间。”重庆西投负责人认为，通过产城融
合高规格建设一座新城，会创造难以估量的
盈利机会，每一个机会，都是一个价值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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霓虹西站

被市民誉为“西部之眼”的晶莹剔透、充满现代感、活力四射的西站候车大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