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市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超过3000公
里，达到3023公里，路网密度达到3.6公
里/百平方公里。

2017年

重庆高速公路建设
大事记

长约114公里的成渝高速公路建成
通车，路网密度达到0.14公里/百平方公
里。

1994年

“八小时重庆”全面建成，首次提出“四
小时重庆”的目标。

2003年

“二环八射”高速公路建设全面开工，
重庆高速公路建设迎来大发展时期。

2005年

重庆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公
里大关，达到1049公里，路网密度达到
1.3公里/百平方公里。

2007年

重庆绕城高速公路建成通车。

2009年

提前 10 年建成了“二环八射”近
2000公里高速公路网，并启动了“新千公
里”高速公路建设，基本实现了“四小时重
庆”，路网密度达到2.46公里/百平方公
里。

2010年

我市所有区县实现高速公路或高等
级公路连接，真正实现“四小时重庆”的宏
伟目标。

2013年

全市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2818
公里，省际出口通道达到16个，路网密度
达到3.44公里/百平方公里。

2016年

我市第一条高速公路—成渝高速公
路开工建设，拉开了我市高速公路建设的
序幕。

1990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驾车从重庆到成都
走成渝老路需要多长时间？

少则12个小时，多则2天！
直辖之初，重庆有接近1/3的区县，人

们到主城需花费12个小时以上。库区一
干部曾感叹：长期水上漂的日子（长江曾
是其主要的交通通道），久了，就失去了时
间和效率概念。

破解交通之困，化天堑为坦途，自直
辖以来，市委、市政府一直将高速公路建
设作为交通发展的重中之重。

1998年，市委、市政府提出“五年变

样、八年变畅”的目标。
2000年，我市提出“八小时重庆”目

标，重点解决秀山、巫山、巫溪、城口的交
通落后状况。

从“一环四射”到“二环八射”、“三环
高速”，从“八小时重庆”到“四小时重庆”，
我市高速公路建设目标清晰，交通战略一

脉相承、环环相扣。
2003年12月26日，随着渝万高速公

路二期工程长万路（长寿至万州）全线通
车，“一环四射”高速路路网规划基本形
成。

2007年，1000公里高速公路建成通车。
2010年，渝宜高速、渝湘高速等项目

建成通车，重庆提前10年建成“二环八射”
近2000公里高速公路，除城口和巫溪外，
基本上实现了“4小时重庆”。

与此同时，2010年，我市还启动了第
三个新千公里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到
2017 年，重庆市高速公路总里程达到
3000公里，形成“三环十射多联线”的高速
公路网。

从高速公路“零”的突破，到形成总长
3000公里的“三环十射多联线”高速公路
网，重庆人冲出大山的梦想逐渐变为现
实。

从无到有

重庆人冲出大山的梦想变为现实

重庆高速重庆高速路路
通车里程突破通车里程突破

30003000公里公里

12月26日13时，九永高速和万利高速正式通车，一辆辆社会车辆有序驶向崭新的高速公路，由此重庆高速公路通车里程
突破3000公里，达到3023公里。

从1995年，第一条全长340.2公里的成渝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到如今的3000公里，重庆用了20余年的时间，实现了高速
公路从无到有的跨越式发展。

根据重庆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战略行动方案，到2020年，全市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3800公里，高速公路网密度达
到4.6公里/百平方公里，乡镇高速公路覆盖率达到75%；省际通道增加到27个，重庆与周边省份的相邻市县实现高速公路便
捷连接。

驾车通行渝湘高速，市民是否觉得沿线多为隧道、桥
梁？这是什么原因呢？

答案是，为了保护风景如画的“乌江画廊”。
据介绍，渝湘高速水江至武隆段55公里，有70%是桥梁和

隧道。其中武隆至白马段，短短22.8公里路几乎全是桥隧相
连，桥隧与路线比达97.4%。该段处于“乌江画廊”带，若按正
常方式布线，应该沿乌江两岸走，采用深挖高填路基与桥隧结
合修筑高速公路；但这样一来，乌江沿线生态将遭重大破坏，风
景如画的“乌江画廊”可能成为黯然失色的混凝土结构物，这对
沿线的自然景观将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因此，设计人员舍弃
了这一方案，选择了远离乌江这一桥隧多的现行方案，保护了
乌江两岸的原始风貌。设计施工创下了“将高速公路轻轻放入
大自然中”的奇迹。

同时，渝湘高速大湾隧道出口段处于滑坡体中，在洞顶
之上设置抗滑桩有碍景观，设计人员就独创性地将抗滑桩隐
藏于洞门墙中，通过仿岩装饰，使洞门与周边环境融入一体，
美观大方。渝湘高速武隆至白马隧道群桥隧相连，无法正常
设置洞外联络通道，为保证营运中的应急疏散和救援，设计
人员首创性地设计“扇形桥”，将联络通道巧妙地设置在桥
头，保证了桥隧群营运安全。

“重庆高速公路多在大巴山脉和武陵山脉的纵深地区，
地质结构复杂，地质灾害多、生态脆弱，环境保护难度大，高
速公路建设面临着极大的考验。”市交委表示。

从目前的通车路段看，隧道超过300座，桥梁近2000
座，桥隧长度达到了全市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的1/3。

“建设过程中，面临的难题都是世界级的。”重庆高速集团相
关人士表示，这都需要创新，实现高速公路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
展。

据介绍，为克服困难，重庆高速公路在路基路面、桥梁隧
道等方面承担了国家级、省部级科技攻关项目200多项，积
累了大量的经验，填补了重庆及国内高速公路建设中的多处
空白，让山区高速公路建设更有质量效率。

“如果说，最早修建的‘西南第一路’成渝高速只是满足
使用功能的话，后来建设的绕城、渝宜和渝湘等高速公路，已
经贯彻落实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开始注重它的
审美和生态环保功能。”市交委表示。

保护环境 创新思维

将高速公路
轻轻放入大自然中

“万利高速公路通车，将带动万州段
沿线30万人致富。”12月26日，万州区政
府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介绍，万利高速是万州首条南北走
向的高速公路，沿线虽有潭獐峡、罗田古
镇和中华易温泉等旅游景点，但因没开通
高速公路，沿线经济较落后。随着万利高
速建成通车，万州区已把这三个旅游景点
规划提上日程，并在沿线推动发展乡村旅
游，目前已经引进了10多家企业入驻。

交通运输是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产
业。万利高速通车，带来的不只是时空距
离的缩短，更带来了经济腾飞，也让百姓
奔上了致富路。

数据显示，重庆高速公路每投资1元

钱，就可为沿线地区带来0.67元的直接经
济效益，加上给各种产业带来的间接效
应，总计将达几十元。

成渝高速路就是例证。通车后短短
几年内，串联起一个约有6000平方公里
的产业带，形成了中国西部最大的城市集
群，推动了整个“渝西经济走廊”的形成。
渝西地区的GDP总量达到全市的1/3，各
类开发区、工业、农业园区如雨后春笋般
发展起来。

高速公路的建设，还使重庆主城加速
扩张。内环高速是重庆第一条环城高速
公路，全长78公里，2002年建成通车后，
串起了主城各大经济组团，车流、人流、物
流、信息流得到了加速流通，重庆主城面
积由此扩大，是直辖之初的5倍之多。

绕城高速则助推重庆迈进“二环时
代”，线路全长约188公里，通车后，推动重
庆向特大城市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进。

高速公路的建成，激活了“养在深闺”

的美景，将旅游景区景点串联起来。数据
显示，目前，重庆高速路网串起了我市7个
5A景区、46个4A景区，连接起了川、黔、
湘、鄂、陕等周边旅游大省。可以说，高速
公路已成为了联系游客与沿线景点景区的
重要纽带。目前通过高速公路到达景区的
游客占到了90%，其中自驾人数占到50%。

以渝湘高速为例，通车后，对渝东南旅
游产生了“吸管效应”，原本心理和空间距
离遥远的渝东南，吸引了大量自驾游游客
前往，途经的酉阳游客量以每年40%-50%
的速度递增。

石柱黄水，也因G50沪渝高速通车，
让避暑经济火起来。数据显示，黄水暑期
接待游客量年增长20%-40%。

形成沿线黄金走廊

激活“养在深闺”的美景

目前成渝高速已超负荷运行，拥堵
已成常态。你知道吗，该路规划之初并
不是建成高速公路，而是一条高等级公
路。

1984年5月，四川省公路规划勘察设
计院完成的《成渝公路改建工程可行性报
告》指出：老成渝路原设计每天通行200
辆，目前已达1700-5000辆，严重拥堵，车
速平均不到30公里每小时。

1987年12月，国家计委批复：保留原
路，另建新线。当时的批复中，新成渝公
路还只是“高等级公路”。按照设计方案，
新成渝公路起于成都五桂桥，止于重庆陈
家坪，为节省投资，成都五桂桥至简阳及
重庆陈家坪至来凤驿为一级路，其余为二
级路。

1990年新成渝公路开建。1991年，
成渝公路建设者们在评估时发现，成渝地
区车辆快速增加，到1995年新公路建成通
车时，日流量将超过7000辆，而二级路的
承受上限是5000辆。

“辛辛苦苦修条路，中间来个‘小盲
肠’。”1992年1月6日，成渝公路建设问
题省长现场办公会上宣布原设计的简
阳-桑家坡的二级路不适应发展需要，决
定“二级”改“一级”，“两车道”改“四车
道”。

全封闭、全立交、四车道，设计时速
80-100公里，设计流量是老成渝公路的
150倍，已经达到了高速公路的建设标
准。这样的决定在计划经济年代要冒“越
矩违规”的风险。

为保工期，“二改一”方案由建设指挥
部通过后直接实施，再由四川省交通厅上
报寻求批准。直到1992年12月，国家计
委复函同意“成渝公路全线按一级公路一
次建成”，这个冒险方案才得到承认。

事实上，成渝高速的规划调整，只是

我市高速公路建设坚持“前瞻性、战略性”
原则的一个缩影。

直辖前，重庆高速公路规划是到2020
年，建成成渝路、渝涪路、长万路、渝黔路
共700公里高速公路。该规划因为在地图
上呈“大”字形，人们也称之为重庆高速公
路“大”字规划。

之后，我市高速公路建设多次提速。
2003年，我市明确提出将重庆交通发展规
划提速十年，将原来到2020年实施的规划
提前到2010年前实施。

今年12月，我市又再次启动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提升战略行动：到2020年，建成
高速公路1000公里，开工高速公路1000
公里，开展前期工作1000公里，全市高速
公路通车里程达到3800公里。

规划坚持“前瞻性、战略性”

高速公路建设多次提档升级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12月26日
13时，万州到利川、九龙坡到永川高速公
路正式通车，今后驱车从万州到利川全程
约1个小时，目前重庆段通行费35元，湖北
段将免费通行到2018年4月25日。市民
驾车从主城绕城高速沙堡互通上道，到永
川只需30分钟，小轿车全程通行费30元。

万利高速湖北段同步通车

26日13时，万州到利川高速公路重

庆段和湖北段同步通车。通车后，万利高
速与沪蓉高速、沪渝南线高速相连，打通
了渝东北经湖北方向的出海通道。

“万利高速通车后，将进一步加快三
峡库区万州潭獐峡景区、云阳龙缸、奉节
天坑地缝等景点与鄂西南地区利川苏马
荡等旅游景点的资源整合，激活大三峡旅
游格局。”万利高速湖北段相关负责人表
示。

万利高速全线通车后，市民驾车通行
该高速公路，要提前给爱车加好油。此次

重庆段开通的收费站有万利路主线站、江
南站、五桥站、龙驹站；熊家站、长滩站，长
岭服务区，歇凤服务区暂不开通。湖北段
只设有一个服务区——长乐服务区，暂不
对外开放。同时，湖北段全线限速80公
里。

九永高速主线站暂不开通

九永高速起于九龙坡区走马镇，与华
岩隧道西延伸段对接，经江津区、璧山区，

在永川区大安街道设小坎枢纽互通与成
渝高速公路相接，止于卫星湖街道与三环
高速公路永川至江津段相连。

九永高速全线开通后，全线惟一一个
服务区——健龙服务区暂不开通，预计春
节前将投用。

需提醒的是，因目前华岩隧道到九永
高速主线收费站，还有约5公里的市政道
路尚未建成，九永高速主线站暂不开通，
因此驾车通行九永高速，需经沙堡互通转
绕城高速进出主城。

万利高速万利高速九永九永高速高速全线通车全线通车
■■驱车从万州到利川约驱车从万州到利川约11个小时个小时 ■■主城到永川只需主城到永川只需3030分钟分钟

12月26日，万利高速通车，主城
4小时可到利川。图为驸马长江大桥。

记者 罗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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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0年通车里程年通车里程

将达到将达到38003800公里公里
本报记者 杨永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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