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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湘高铁重庆至黔江段沿线地
形、地质条件复杂，桥隧比例达
94%，最长隧道长达15公里。

渝湘高铁重庆至黔江段，沿线穿
越长江、乌江、郁江、五布河、石梁河
等，以及白马山腹地、武陵山谷地等，

沿线地形、地质条件复杂，地势起伏
大。全线重点工程包括重庆长江隧
道、太子坪乌江双线特大桥、黄草乌
江双线特大桥、彭水乌江双线特大桥
等，沿线大多桥隧相连。

“全线最大难度就是重庆站至重

庆东站区间线路，将建重庆长江隧
道。”11月22日，市交通局相关负责
人称，届时，高铁将以隧道形式下穿
长江。从设计来看，因江底江岸高差
悬殊，水流环境复杂，渝湘高铁重庆
长江隧道建设将创造多项记录。

目前，重庆地区尚无采用大断面
交通隧道穿越长江，重庆长江隧道建
成，将填补重庆交通过江隧道空白。
该隧道全长约11870米，建成后将成
为国内最长的铁路水下隧道。同时
也是首座长江水下铁路隧道。

“沿线车站的选择较为困难，既
要对照高速铁路标准来建设，又要照
顾沿线经济发展，车站位置尽量靠近
城区，这一切在该项目中都得到了体
现。”市交通局相关人士称。

将建首座长江水下铁路隧道

一张车票、一列高铁，快速拉近
的不仅是时空的距离，更深刻改变着
我国的经济地理版图。

11月22日，随着渝湘高铁重庆
至黔江段正式开建，渝东南区位优
势开始凸现。2024年，项目建成通
车后，重庆到黔江坐高铁只需1小
时。

“该项目是重庆城市提升交通建
设’三年行动计划’首个高铁开建项
目，标志着重庆‘米’字型高铁网建设
按下了‘快车键’，进入新的发展阶
段。”市交通局人士称。

重庆到长沙车程约需3小时

早上，重庆吃完小面，中午正点
就可吃上长沙的剁椒鱼头。这是渝
湘高铁重庆至黔江段开建后，给市民
描绘出的美好图景。

市交通局称，随着渝湘高铁重庆
至黔江段开建，重庆融入全国高铁网
的步伐将大大加快，今后重庆到长沙
将形成两条高（快）速客运双通道，重
庆到长沙只需3小时。

一是与在建的黔张常、常益长铁
路相衔接，重庆至长沙将由现在的5

个半小时缩短到3个半小时；重庆到
厦门，将由现在的14个半小时缩短
为8小时。

二是与规划的黔江经秀山至吉
首高铁衔接张吉怀高铁，形成重庆至
长沙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大通道，这
条路径将使重庆至长沙的时空距离，
进一步缩短至3小时以内。

“渝东南通往长沙惟一一条普速
铁路——渝怀铁路，至今承担着川渝
货物运往湖南、江西、福建等地一半
以上的运输量，运量早已饱和。”市交
通局相关人士称，随着高（快）速客运
双通道的形成，也将大大释放渝怀铁
路货运能力。

补交通发展中的短板

市交通局称，渝湘高铁重庆至黔
江段开建，将加快重庆融入“一带一
路”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完善长江经
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运输体系，推动内
陆开放高地建设。

当下，高铁已成世人瞩目的中
国名片。越织越密的高铁网将国
内越来越多城市紧密串联起来。
坐高铁出行，已成公众出行的新选
择。

然而，对重庆来说，高铁对外大
通道仍不足，是交通发展中的短板。
以渝东南为例，目前只有一条客货混
行普速铁路——渝怀铁路，且是重庆
联系湖南长株潭城市群及东南沿海，
最重要的铁路通道。

为此，重庆加快构建米字型高铁
网，努力建设国家综合性铁路枢纽和

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
去年8月，重庆研究制定了交通

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其中明确高
速铁路建设要突出“加快”——建设
进度加快，运行速度加快等，到2020
年，全市开工建设高速铁路1400公
里，开展项目前期工作180公里，加
速形成米字型高速铁路网。

路径已规划。为推动渝湘高铁
重庆至黔江段正式开建，市委、市政
府统筹部署，市交通局等相关部门积
极协调，国家相关部委和中国铁路总
公司急地方所急，积极创造有利条件
加快审批进度。

10月23日，国家发改委正式批
复渝湘高铁重庆至黔江段可行性研
究报告，这为项目开工奠定了坚实基
础。

“项目的开工，将有效改善重庆
出渝高铁大通道不足现状，进一步加
快重庆融入国家高速铁路网。”业内
一专家表示。

形成黄金旅游线

主城到南川20多分钟，到武隆
只需半小时，到黔江约1小时，到张
家界不到2小时……这是渝湘高铁
重庆至黔江段建成后，重庆主城到渝
东南周边景点的列车运行时间。

渝东南地处四川盆地东南部大
娄山和武陵山两大山系交汇的盆缘
山地，受交通条件制约，沿线丰富的
旅游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开发。

数据显示，渝湘高铁重庆至黔江
段沿线分布着天生三桥、仙女山、芙

蓉洞、金佛山、阿依河、摩围山景区、
蚩尤九黎城、小南海、濯水古镇、芭拉
胡、蒲花暗河等11个3A及以上旅游
景区。

“渝湘高铁重庆至黔江段，将主
城区与南川区、武隆区、彭水
县、黔江区等地连接起来。通
车后，将极大带动沿线旅游业
发展，加快推进武陵山区‘大旅
游经济’发展，对促进沿线贫困群众
持续增收致富具有重要意义。”业内
专家表示。

正如彭水县一位老交通人所说，
彭水地处渝东南腹地，是重庆通往湖
南、广东等地的必经之地。“目前县城
距重庆主城约2.5小时车程，距重庆
江北国际机场约3小时车程，急需高
速铁路提升旅游交通的可进入性，缩
短交通时间，缓解交通压力。”
这位人士称，渝湘高铁的建
设，将有利于进一步打
通彭水旅游交通“大动
脉”，是构建全县“快旅
慢游”的旅游交通网络
的关键节点。

不仅如此，借助该高
铁，向西可通过成渝高铁、成兰铁
路或规划的兰渝高铁连接国家著
名风景名胜区九寨沟-黄龙，向南
通过成绵乐城际到达世界文化遗
产之一的乐山、峨眉山等著名旅游
景区，向东通过黔张常铁路通达张
家界旅游风景区，通过黔江至吉首
高铁通达酉阳桃花源、边城洪安、凤
凰古城等景区，沿线将形成一条黄
金旅游线。

渝湘高铁重庆至黔江段开建

重庆加快融入国家高速铁路网

11月 22日，市交通局透露，重
庆东站是渝湘高铁重庆至黔江段始
发站，为方便乘客换乘，重庆东站将
引入4条轨道线。

重庆东站是国家规划的重庆四
大铁路主要客运站之一，布局在南岸
茶园片区，东站将承接厦渝、成渝，京
昆、包海、沿江等国家高铁主通道及
中短途动车，东环线普速列车的始发
终到作业，主要引入线路：渝湘高铁、

重庆至万州高铁、渝万城际和渝利铁
路至重庆东站联络线、渝昆高铁九龙
坡至重庆东站联络线、枢纽东环线等
线路。

通过在建的铁路枢纽东环线、
即将建设的过长江隧道枢纽联络
线，把重庆东站与重庆站、重庆北
站、重庆西站、江北机场进行连接，
形成一个枢纽集群，将改变重庆铁
路枢纽集中布局在长江以北的格

局，填补了长江以南没有高铁站的
空白。

为了方便市民进出重庆东站，我
市规划了4条轨道线引入，并配套建
设“五纵五横”城市道路，将铁路、轨
道、公交等多种交通方式融为一体，
形成一个疏解能力非常强大的大型
铁路综合交通枢纽。

根据规划，4条轨道线路是：轨
道6号线延长线、8号线、18号线、27

号线引入重庆东站并设站，承担高铁
大部分客流疏解。

“五纵五横”道路，即6条高速、
快速路通道，包括内环、开迎路、六纵
线（含内环高架通道）、玉马路（至武
隆高速）、绕城高速、燕尾山隧道通道
（连渝黔高速扩能通道），四条主干路
通道：通江大道、开成大道、茶涪路、
鹿角隧道通道。

届时，重庆东站四周将形成站前
大道，站北路、站南路、站东路四面环
绕的路网结构，西侧通过纵三路与玉
马路，兴塘路相接。各方向来车均可
由高架匝道进入站区内部，再经循环
匝道由来路返回。

始发站重庆东站规划4条轨道线可换乘

为方便市民在重庆东站、重庆
站、重庆西站及北站间换乘，我市将
建设渝湘高铁重庆站至重庆东站直
径线，重庆站至北站间也将建直径线
及延伸线，未来，重庆北站将与江北
机场、重庆西站、重庆东站、重庆站之
间，形成无缝衔接的枢纽集群。

11月22日，市交通局介绍，重
庆站位于重庆市渝中区菜园坝片区，

是国家“八纵八横”之厦渝通道、沿江
通道的交汇点。根据规划，我市将对
重庆站和成渝铁路进行改造，并建设
重庆站至重庆北站枢纽直径线及延
伸线，形成贯穿重庆南北的城市铁
路；打造重庆站铁路综合交通枢纽，
形成临江靠山“站城融合”的城市综
合体。

重庆站将以承担沿江、厦渝、成

渝通道动车作业为主。主要办理成
都、长沙、武汉方向短途动车始发终
到作业，以及成都方向-武汉、长沙
方向动车通过作业。

根据规划，重庆西站将建成西部
地区最大的铁路综合交通枢纽，主要
办理西安、昆明、贵阳方向动车，贵
阳、成都、襄阳方向普客始发终到作
业，以及西安、兰州方向—贵阳、昆明

方向客车通过作业；兼顾办理部分西
向、南向的城际和市郊（域）客车作
业。同时，将设京渝昆场、兰渝贵场、
西渝贵场。

重庆北站将形成西部疏功能
最强的铁路综合交通枢，主要承担
沪汉渝蓉客车作业为主，实现沿江
通道中成渝中线高铁与渝汉高铁
的贯通运行；分别设渝怀场、渝万
场、渝利场，枢纽东环线机场支线
引入重庆北站渝怀场，枢纽东环线
黄茅坪支线引重庆北站渝利场，并
向南延伸经重庆站衔接成渝铁路改
造工程。

重庆站和东站间将建联络线

◀重庆西站：主要办理西安、昆明、贵阳方向动车，贵阳、
成都、襄阳方向普客始发终到作业，以及西安、兰州方向—
贵阳、昆明方向客车通过作业；兼顾办理部分西向、南向的
城际和市郊（域）客车作业。

◀重庆北站：主要办理襄阳（万州）方向动车，武汉、兰州
方向动车及普客，长沙方向普客始发终到作业，以及成都、
遂宁方向—武汉、长沙、襄阳方向客车通过作业；办理枢纽
东环线机场支线、黄茅坪支线经重庆北站、重庆站衔接成
渝铁路等市域公交化客车，兼顾办理北向城际和市郊客车
作业。

◀重庆东站：将承接厦渝、成渝，京昆、包海、沿江等国家
高铁主通道及中短途动车，东环线普速列车的始发终到作
业，规划预留办理枢纽东向、南向普客始发终到作业条件。

◀重庆站：主要办理成都、长沙、武汉方向短途动车始发
终到作业，以及成都方向-武汉、长沙方向动车通过作业。

（本版稿件均由记者杨永芹采写）

11月22日，来自市交通局消息
称，重庆“米”字型高铁网建设大提
速，除了渝湘高铁重庆至黔江段高
铁开建外，明年我市将开工建设渝
昆、渝万高铁。目前，渝西、兰渝、成
渝中线、渝汉、渝贵等高铁项目的前
期工作正全力推进，争取5年内全面
开工建设。

根据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
重庆被定位为国家综合性铁路枢
纽。在“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中，
京昆、包（银）海、兰（西）广、沿江、厦
渝等“三纵二横”高铁主通道将在重
庆交汇。同时，渝昆、渝西、渝贵、重

庆主城至黔江4个高铁项目也纳入
了国家中长期规划，构成了重庆规
划中的“米”字型高铁网的骨架。

同时，重庆规划了“米”字型8个
方向的8条高铁线路：渝昆、渝西、渝
湘、渝贵、兰渝、渝汉、成渝中线、郑
渝高铁，以及重庆至达州的城际铁
路等。

目前重庆续建铁路项目有黔张
常铁路、渝怀铁路涪陵至梅江段增
二线、郑万高铁、铁路枢纽东环线等
项目。

到2030年，全市路网在建和建
成总规模达到5805公里，其中高铁

里程2032公里，将形成以重庆枢纽
为中心，米字型高速铁路通道为骨
架，“两环十干线多联线”普速铁路
为支撑，连通欧亚、通达全国、畅通
周边的现代化铁路网络体系。

届时，西向，由既有的成渝高
铁、规划新增的成渝中线高铁组
成；西北向，规划新增兰渝高铁；北
向，规划新增渝西高铁；东北向，由
渝万高铁、在建的郑万高铁组成；
东向，规划新增渝汉高铁；东南向，
规划新增渝湘高铁；南向，规划新
增渝贵高铁；西南向，规划新增渝
昆高铁。

明年将开建渝昆、渝万高铁

新闻纵深

8条高铁形成“米”字型高铁网（示意图）

资料来源：市交通局
制图：丁龙

重庆东站、重庆北站、
重庆西站、重庆站分工

渝湘高铁重庆至黔江段沿线耍事一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