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城市规模不断
扩大，轨道交通市郊铁
路线已成为大城市实现
产业结构调整、引导卫
星城发展的重要手段，
也被视为继市区轨道
后，城市交通的又一发
展方向。

目前，法国巴黎、日
本东京、美国纽约等大
城市均发展起相对完善
的市郊铁路交通网络，
为推动城市发展起到重
要作用。

巴黎：
市郊铁路
推动卫星镇兴起

20世纪70年代，巴
黎在距市区 25 公里至
30 公里的地方开始建
设 5 座卫星城镇，规划
每个卫星城镇居住 15
万至20万人。为此，巴
黎在地铁网状结构的基
础上，修建了放射状结
构的市郊铁路和贯穿市
中心的市域快速线，从
而形成城市快速轨道
网，推动了卫星城镇的
兴起。

东京：
市郊铁路
使市域面积扩大

1946 年，东京提出
由5条线路组成的轨道
交通网络方案。根据该
方案，这 5 条线路不断
向郊区伸展，与郊区铁
路相互连通。沿着这些
线路，在新宿、涉谷、池
袋等处形成了新的商业
集聚区，使东京市域面
积扩大为原来的6倍左
右。

纽约：
市郊铁路
纾解“城市病”

纽约在快速形成特
大城市的过程中，面临
着交通拥堵、环境变差、
人口过于密集等“城市
病”。为此，纽约以市郊
铁路为支撑形成通勤铁
路网络，推动城市向郊
区化发展，在纽约周边
郊区建成集居住、购物
等功能于一体的新城
镇。 （记者 罗芸）

市郊铁路成为

城市发展
新动能

大渡口

听说江跳线即将通车，大
渡口区跳磴镇重庆南海地球村
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
杨尚奎，为迎接游客到来做足
了准备。

“江跳线通车后，来的游客
绝对会大幅增加。”杨尚奎认
为，江跳线通车对企业来说是
大大的利好。现在，他已拍摄
短视频投放到相关平台，向主
城和江津的游客进行定向宣
传，“以前来我们这里的游客大
多数是自驾。江跳线开通后，
搭轨道交通来的游客、尤其是
学生可能更多。我准备租车往
返于石林寺站和公司之间接送
游客。” （记者 罗芸）

重庆南海地球村生态农

业公司负责人杨尚奎：

提前做好准备
迎接客流高峰

今年67岁的肖元，经常念
叨着江跳线的进展，盼望着早
日通车。

白果村是九龙坡区陶家镇
有名的农业村，以前主要靠白
彭路与外界相连。随着镇里发
展定位的转型，白果村开始发
展休闲旅游。

“以前靠种水稻、玉米的村
民，现在靠村里的景色吃饭，收
入比种地还要高。”肖元说，江
跳线通车后，游客肯定会更
多。现在村里有好几户人准备
发展农家乐，自己也跃跃欲试，
准备让游客来家里体验传统农
事，把自己引以为荣的农业手
艺教给游客。

陶家镇白果村村民肖元：

让游客来家里
体验传统农事

九龙坡

张源在江津区双福街道开
了近十年餐馆，最拿手的是家
常菜。作为当地小有名气的厨
师，他最近不断联系购买品质
更好的食材，闲时也待在厨房
里不断试验新菜品，想让自己
的厨艺实现“精进”。

“双福是酸菜鱼的发源
地。大家坐江跳线来耍，吃酸
菜鱼是必然的，我要让大家吃
得满意。”张源笑着说，他准备
把打烊时间再延长2小时，发展
夜食，方便“夜猫子”坐江跳线
来江津品尝地道美食。

双福街道餐饮店老板张源：

做好酸菜鱼
让游客吃满意

江津

江津、九龙坡、大渡口围绕江跳线奏响加快发展“进行曲”

一条市域（郊）铁路
变成产业路幸福路

他山
之石

众说
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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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罗芸

蓝白相间的列车从江津区滨江新城圣泉
寺站出发，穿过林立的写字楼、青翠的蔬果园、
繁忙的工业区、欢腾的校园、宁静的民居、繁华

的商圈……
8月6日，市域（郊）铁路江跳线将正式通车。
作为重庆首条通车的市域（郊）铁路，江跳

线加快了构建主城都市区“1小时通勤圈”步
伐，让途经的江津、九龙坡、大渡口相应片区交

通更加便捷、人气更加兴旺。围绕江跳线，江
津、九龙坡、大渡口奏响加快发展“进行曲”，进
一步优化线路周边的经济、社会布局，在沿线形
成产业集聚区，促进经济发展和新城建设，让这
条市域（郊）铁路真正成为产业路、幸福路。

省下百万交通成本 投入智能产品研发
从圣泉寺站出发，江跳线列车一路向北，在享堂

站拐向东，抵达江津区境内最后一站双福站。距双
福站不足百米处，是重庆润通科技有限公司的大门。

这段时间，该公司拟招聘几十名技术工。公司
营运总监左运林说，与以往相比，这一次招聘让他感
觉更轻松、自信。

以前，来润通科技报名求职的人很多，但一听说
工作地点在双福，参加复试的人立马少了一半；到厂
区参加复试后，愿意留下的又少了一半。“他们都是
被交通不便给吓退的。”左运林无奈地说。

员工通勤时间长、出行费用高，是润通科技以及
双福片区制造业企业普遍头痛的问题。

为尽可能方便员工出行，尤其是留住技术型员
工，润通科技常年备有13辆49座的交通车，同时在
厂区周边租房作宿舍——这两项每年所需成本就有

两三百万元。
“我们测算过，江跳线通车后，每年能让公司节

省成本超过100万元。我们准备把这笔钱投入到智
能产品研发中。”左运林高兴地说。

不光是出行便利了，江跳线沿线还成为城市经
济的活力区、科技创新的集聚地。

在江跳线享堂站，隔着波光粼粼的团结湖，是江
津区团结湖大数据智能产业园以及即将投用的中科
（重庆）智慧产研城。

团结湖区域以前是江津长江以北发展的“死
角”。江跳线的通车，让团结湖区位优势凸现。以创
新中心和大数据智能产业园为依托，江津将进一步
抢抓重庆主城同城化发展先行区机遇，加大智能装
备产业、汽车产业发展，加速电子产业积极承接中心
城区的产业转移，积极培育壮大大数据智能化产

业。同时，江跳线经过的双福工业园着重发展先进
制造业等产业，助推该区加快构建具有区域竞争力
和带动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中梁山以西曾是九龙坡区传统的农业发展区
域。结合江跳线对该片区的带动作用，九龙坡准备
在这片区域发展“西部氢谷”，建设国内领先、国际一
流的氢能产业集聚区和特色产业集群。

据了解，江跳线经过的九龙坡陶家片区，规划了
以氢能源为主打产业的核心发展区，未来将建成氢能
科技产业园，成为九龙坡氢能产业创新核心承载区。

石林寺站位于大渡口建桥工业园区C区。随着
江跳线的通车，这一区域的交通将更加便利，有利于
其重点发展大数据智能化、生态环保、大健康生物医
药等产业，突出产城融合功能，建成高科技、多功能、
复合式产业园区。

最近这半年，大渡口区跳磴镇蓝沁苑社区相馆
老板黄诗伦，把工作重心从拍证件照转为学习拍摄
人像特写、人物风景照。“以前来跳磴的生面孔，一年
也见不到几个；现在江跳线马上通车了，跳磴也要变
成生态小镇，到时候游客肯定多，给他们拍照的业务
也会多起来。”黄诗伦笑眯眯地说。

跳磴镇位于大渡口区西南部，毗邻钓鱼嘴半
岛。由于交通不便，跳磴发展缓慢，场镇仍大致保留
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风貌，不少区域道路狭窄，公
共休闲场地也不多。

随着江跳线的通车，跳磴镇也迎来发展契
机：依托山水相依的立体景观，建设具有“乡

愁体验、人文记忆、亲水互动”特色的生态
小镇。同时，借助实施生态小镇项目

提升城市品质，增加对人口的

集聚能力。
黄诗伦以前拍登记照，客户主要是周边居民，蹲

店的时间比较多。现在，49岁的他经常拎着相机在
外转悠。透过他的镜头，可以发现跳磴的巨大变化：
原来跳磴河畔的荒草坡变成了与河并行的彩色健身
步道，高架桥下的空地正在变成停车场……

“老街要变生态小镇，我也要与时俱进，学点新
东西、拍点新面貌。”黄诗伦说。

根据规划，跳磴将由一个常住人口只有3.8万人
的小镇，发展为能容纳十余万人居住的城市。“我们
明显感受到外来人口越来越多。”跳磴镇幸福社区书
记兼社区主任谭敏曾作过调查，随着江跳线即将建
成，去年以来在社区租赁房屋的人员中，有四成来自
大渡口区外。

在江津区，江跳线穿过的滨江新城，已建起科技

馆、博物馆、青少年活动中心等7个大型公共文化设
施，建成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全教育体系；双福工业园
区则按满足50万人居住需求的标准，建起10余所优
质中小学校，并在双福规划建设区妇幼保健院新院
区；坚持公园城市理念，在圣泉寺站、享堂站、双福站
等周边区域新建浒溪公园、团结湖湿地公园、稻田公
园等10余块绿地，完成公共绿化面积121万平方米，
让居民推窗见绿，打造山水人文宜居地。

借助江跳线通车契机，九龙坡区陶家镇将成为
高新区科学城重要的生活居住配套板块，容纳的人
口也将在现有4万人基础上大幅增加。该镇
将利用丰富的汉韵文化资源，推动文化事业
和文化产业发展，提升城市品质，使风
情小镇风貌和现代城市文明更加和谐
统一，实现产城融合。

从双福站向东，江跳线进入九龙坡区陶家镇。
放眼望去，沿线是绿色的农田、蜿蜒的溪河、茂密的
竹林。

7月24日，天气晴好。距江跳线不远处的九龙
桥畔，不少来自主城和江津的市民在清栖谷蔬果园
内摘葡萄。

“我们坚持不打农药，每一颗葡萄都是‘安心
甜’。”清栖谷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厚平，正在
网络直播中大声介绍蔬果园的情况，并带观众“走
进”清栖谷汉韵民宿基地参观。早在一年前，她便提
前布局，通过直播平台宣传企业，以迎接江跳线通车
后带来的大量客流；蔬果园边上还建起民宿，游客在
清栖谷就能实现“吃住游购”一条龙。

“有不少看直播的观众，平时就喜欢开车到陶家
赶场，购买新鲜的农产品。”李厚平说，自从江跳线即
将通车的消息传出后，游客接待量增长1倍以上，“江
跳线通车，陶家要发展成为一个新商圈，我们也能搭
上发展的顺风车。”

“江跳线给陶家发展带来巨大的机遇。”陶家镇
有关负责人介绍，一方面，陶家将全力推进城市综合
服务中心、新型商圈、高新区拓展园的建设，伴随辖
区电商、微商、网购、大型商业体等业态的成型，将形
成多元化的商业布局；另一方面，加大乡村振兴推进
力度，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大力发展“文旅+科技”

“文旅+农业”等为主导的都市新型农村，补齐中梁山
以西地区服务业的短板。

江津与大渡口也积极在江跳线沿线布局第三产
业。

在江津区，吾悦广场、万达广场两个大型商业体
分别毗邻江跳线双福站、圣泉寺站，目前两个商业体
正在进行内外装饰，拟于今年9月开业。届时，两个
商业体将以沉浸式、智能化、文旅商融合等为特色，
通过与江跳线带来的巨大人流有效链接，在集聚本
地消费的同时，增强江津商圈对外辐射能级。

在大渡口区幸福华庭公租房小区，江跳线与轨
道交通5号线接驳处，一年前这里的商铺入驻率还不
到50%。随着这里即将成为重要的轨道交通节点，
轨道站附近的商铺目前已基本被租完。

补齐服务产业短板 增强商圈辐射能级

人多了场镇繁荣了 城市品质也提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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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变

商业
之变

小镇
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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