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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页纸的建议，承载着对国计民生的殷切关注”
——国务院办公厅委派部委工作人员到重庆代表团住地 就“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建议”与代表交流意见

本报记者 颜若雯

3月10日下午，全国人大代表张轩、杜
黎明、许仁安在代表团住地迎来了3位特殊
的客人——受国务院办公厅委派，国家发改
委基础设施发展司副司长周小棋率队登门
拜访，就“关于加快启动三峡水运新通道建
设的建议”当面听取代表的意见建议。

今年是国务院办公厅派出工作人员
“旁听”两会的第四年——207名工作人员
来到代表、委员各个团组会议的现场，听取
对政府工作报告、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的
意见建议，经梳理汇总后第一时间报送国
务院，需部委研究回应的问题当即转请部
委办理。

今年全国两会上，在重庆代表团审议现
场，国务院办公厅工作人员听取了代表关于
加快启动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建议的发言
后，将代表发言和建议内容带了回去。

开门见山
坦诚深入介绍建议办理进度

这次会面约定于两天前。
3月8日上午，一通电话打进了全国人

大重庆代表团的住地。
“您好，我是国家发改委的工作人员，有

重庆团的人大代表提出了关于建设三峡枢
纽水运新通道的建议，我们想登门与代表们
当面作一次交流。”电话那端，接线员将信息
记下后，立即转交了相关代表。

3月10日下午，在重庆代表团住地的
一间小型会议室，周小棋及两名国家发改委
基础设施发展司干部与张轩、杜黎明、许仁
安三位全国人大代表进行了坦诚、深入的交
流。

“我们今天来，就是向代表们报告这个
项目的进展和相关工作，并听取大家的意见
及建议。”周小棋开门见山。

“我们之所以多次提出有关建议，就是
因为长江水运对重庆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非
常重要的作用。”张轩说，重庆汽车、摩托车、
钢铁、装备等重点企业的物资绝大部分通过
水运实现。

张轩说，三峡船闸拥堵常态化后，船舶
平均待闸时间从3年前的44小时增加至

150小时左右，成为长江上游航运业发展的
“卡脖子”问题，老百姓、企业对新通道非常
期盼。

周小棋认真聆听、仔细记录。他介绍，
3月7日收到国办转来的建议后，作为牵头
部门，国家发改委立即组织研究了解项目在
推进中还存在哪些问题，并召集相关部委开
了一场座谈会，征求了各方意见。

“目前项目正在履行相关程序，我们会
按程序抓紧推进项目的各项工作。”周小棋
坦言，后面还有程序要走，包括项目的可行
性研究和生态环境影响评价。

周小棋语气肯定地表示，这件事既然已
经写入了计划报告，相关部门一定会更加关
注，积极推进。

“非常高兴！”认真听取周小棋的介绍
后，张轩说，今年的计划报告中明确提出，要

“抓紧推进三峡枢纽水运新通道和葛洲坝航
运扩能工程等重大项目前期工作”，我感到
心情激动，热血澎湃，代表们一致认为，这是
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作为一名全国人大
代表，多年的努力终于有了成果，我感到非
常欣慰。

反复调研
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迫在眉睫

代表们深知，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涉及
面极广、工程浩大，务必反复论证。

2014年7月，在渝全国人大代表就重
庆市长江上游综合交通枢纽建设情况展开
专题调研。代表们兵分四路，分别前往湖
北宜昌、重庆万州、巫山等地。站在雄壮的
三峡大坝上，代表们就三峡水运新通道建
设技术可行性、前期研究进程、生态环境影
响、挖掘潜力空间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详
细了解。

此后每年，都有在渝全国人大代表顺长
江而下，来到三峡大坝，开展相关调研。代
表们越关注，越深感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的
必要，越坚定信心——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
是解决三峡枢纽航运通过能力不足的治本
之策，已势在必行且迫在眉睫，建比不建好，
早建比晚建好。

此后每年，都有重庆团全国人大代表在
全国人代会上发声——长江黄金水道曾因
其低价、运量大、能耗少、污染轻的比较优
势，对促进重庆及长江上游经济社会快速发
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三峡船闸通过能力不
足逐渐成为长江水运“肠梗阻”，尽早决策建
设三峡水运新通道，以缓解长江航运瓶颈。

履职承诺
五年两届代表“接力”建议

“两页纸的建议，承载着代表对国计民
生的殷切关注。”近40分钟的现场交流会过
得很快，临近尾声时，张轩说，国务院办公厅
连续4年开展全国两会旁听工作，让事关国
计民生的重要建议更加快捷直接地得到相
关部门重视，让办理部门更好协调各方力
量，使研究推进更加具体、高效，起到了事半

功倍的效果。
“国家发改委的同志办理建议认真负

责，回答问题具体真诚，没有大话套话。就
具体项目建设而言，可行或不可行，其中原
因是什么，都直接与代表沟通，非常满意。”
张轩表示。

“关于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的任何前期
工作，只要是需要重庆团全国人大代表做
的，都可以向我们提出来，一定全力配合！”
交流会后，许仁安代表向国家发改委的同志
表了态。

自2014年以来，重庆团全国人大代表
持续关注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他们在审议
中提出口头建议，审议后提交书面建议。五
年来，部分上一届代表已经“卸任”，新一届
代表接过履职“接力棒”，代表的面孔发生了
变化，不变的是庄严的履职承诺。

五年一个主题。
自 2014 年以来，重庆团全国人大代

表持续关注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全国
两会召开期间，代表们提交相关建议，闭
会期间，展开专题调研，围绕打破长江水

运“肠梗阻”问题，履职尽责，从无懈怠。
五年来，部分上一届代表已经“卸

任”，新一届代表接过履职“接力棒”。有

代表表示，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涉及面极
广、工程浩大，论证及前期工作耗时耗力，
即便启动建设，也需要8年多的时间，但

这绝不会阻碍代表突破长江上游航运发
展瓶颈的决心，更不会浇灭代表的履职热
情。

这是人大代表践行庄严履职承诺的
具体行为，他们不畏时间跨度，不计个人
名利得失，初心不改、接续呼吁、履职尽
责、勇于担当。人大代表担负起了人民重
托，汇聚起一股磅礴的力量。

履职尽责 勇于担当
□颜若雯

记者手记

本报北京电 （记者 颜若雯）3月10
日，全国人大代表、市交通局局长许仁安向
重庆日报记者介绍我市水运发展及三峡通
航情况时表示，目前，长江涪陵至朝天门段
4.5米水深航道整治和嘉陵江利泽航电枢纽
建设前期工作有序推进，涪江潼南航电枢纽
已建成投用。

许仁安介绍，2018年，全市水运完成基
础建设投资35亿元。一是干支航道整治步
伐加快，长江涪陵至朝天门段4.5米水深航
道整治和嘉陵江利泽航电枢纽建设前期工
作有序推进，涪江潼南航电枢纽建成投用。

二是现代化港口集群建设力度加大，全市港
口货物和集装箱吞吐能力达到2.1亿吨、
480万标箱。三是航运结构调整稳步实施，
建成三峡船型148艘，全市船舶运力达到
750万载重吨，船型标准化率达到83％。四
是航运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全年完成港口吞

吐量2.04亿吨、货物运输量1.95亿吨、货运
周转量 2238 亿吨/公里，同比分别增长
3.6％、5.1％、5.3％。

许仁安认为，未来一段时间内，长江
上游地区总体上仍将处于工业化中期阶
段向中后期逐步发展阶段，传统工业、重

化工业以及制造业仍将占较大比重，城镇
化建设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大
宗物资运输需求大，对水运依赖度高，预
计2035年前过货运需求仍将保持较快增
长态势，过闸货运量峰值在2040年以后
才会出现。

长江涪陵至朝天门段
4.5米水深航道整治有序推进

今年全国人代会上，全国人大代表、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轩再次领衔提出建
议——加快启动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

2011年 三峡船闸提前19年
达到设计通过能力

建议指出，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
记在重庆视察调研时指出，重庆区位优
势突出，战略地位重要，是西部大开发的
重要战略支点，处在“一带一路”和长江
经济带的联结点上，在国家区域发展和
对外开放格局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作
用；并在视察果园港时，明确要求把“港
口建设好、管理好、运营好，以一流的设
施、一流的技术、一流的管理、一流的服
务，为长江经济带发展服务好，为‘一带
一路’建设服务好，为深入推进西部大开
发服务好”。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重庆把建设长江上游航运中心
作为全面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
带发展战略、打造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的
关键之举，全力推动水运加快发展。

三峡船闸是重庆水运的关键节点，
2011年三峡船闸提前19年达到设计通过
能力以后，船闸拥堵日益严重，船闸通过能
力不足逐渐成为重庆水运进一步发展的瓶
颈，对地区综合运输格局、产业发展布局和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连续8年超负荷运行
三峡船闸通航潜力已挖无可挖

建议认为：长江水运优势明显，是重
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

三峡成库以来，航道条件显著改善，
水运成本低、运量大、能耗少、污染轻的
比较优势凸显，对促进重庆及长江上游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水
运是沿江综合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峡枢纽通过量由2004年的4309
万吨增加至2018年的1.44亿吨，年均增
长9%。同期，我市港口货物吞吐量由成
库前3000万吨增加到2018年的2.04亿
吨，水运量由成库前1907万吨增加到
2018年的1.95亿吨，船舶运力总载重吨
由成库前120万载重吨增加到目前750
万载重吨。长江沿线是重庆产业集聚的
主轴带。水运平均0.03元/吨公里，铁路
平均0.18元/吨公里，公路平均0.5元/吨
公里。水运低成本物流优势加速吸引产
业向沿江地区集聚，如重庆汽车、摩托
车、钢铁、冶金、装备、化工等重点企业的物资运输绝大部分通过水
运实现，60%以上经济开发区和特色工业园区，90%以上的冶金、
装备制造、电力、汽车、摩托车等产业均是沿江布局，90％以上的
外贸物资运输依靠内河航运，60%以上的社会运输周转量依赖水
运完成，45％的港口货物吞吐量为周边省市货物中转。

三峡船闸拥堵是长江上游航运业“卡脖子”问题，已对重庆经
济社会发展带来重大影响。目前三峡船闸已连续8年超负荷运
行，船闸通航潜力已挖无可挖，而船闸拥堵状况却愈加严重，对我
市经济社会影响尤其严重。

一是拥堵常态化并日益加剧。据统计，2016年在船闸没有实
施检修停航的情况下，日均待闸船舶262艘次，最高489艘次，过
闸船舶平均待闸时间44小时，最高379小时。2017年以来拥堵
情况持续恶化，平均每天待闸船舶约600艘，船舶平均待闸时间
106小时，比前两年增加了两倍多，2018年达到了150小时左右。

二是拥堵造成我市船舶运营成本大幅上升，周转效率下降。
长时间待闸大幅增加水运运输行业营运成本约20-30亿元，同时
造成船舶营运效率下降，据调查船舶运营航次已经由往年12航次
左右下降到9个航次左右。

三是受三峡船闸通过能力瓶颈制约，水运保障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的能力降低。近年来我市水运量发展速度明显放缓，2011年
以前水路货运量年均增长率约19%，2011年以后水路货运量年均
增长率只有7%左右，2018年下降到只有5%左右。另外，过闸货物
不能及时运达造成的工矿企业增加库存，生产延误损失等更是十分
巨大。同时，还直接影响到燃油、工业企业原材料等重要物资的正
常供应，对我市经济的正常运行和群众生活的保障产生较大影响。

四是大量船舶待闸拥堵存在巨大的社会风险。船闸正常运行
情况下，每天待闸船舶600艘左右，平均待闸5天左右。检修期
间，采取上下游联动签证控制，大量船舶向上下游港口积压，近
1000艘船舶和10000多名船员长时间滞留在三峡坝区以及我市
奉节、万州等港口，造成港口锚地停泊紧张，存在巨大的安全、稳定
等社会风险。

项目建设技术上可行
必要性受部门专家认可

建议提出，国家高度重视三峡船闸通过能力不足问题，近年
来各有关方面、有关部门从不同角度综合施策，采取了多种积极
措施，挖掘现有船闸潜力。据分析，现有船闸挖潜最多只能达到
1.5亿吨左右的通过能力，而2018年三峡船闸年通过量已经超过
1.4亿吨，随着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货运需求持续增长，预
计2020年左右三峡船闸可能会出现更加严重的拥堵。尽快建设
三峡枢纽水运新通道，突破三峡航运瓶颈制约。

为此，今年全国两会《关于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与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中明确
提出，要“抓紧推进三峡枢纽水运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等
重大项目前期工作”。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交通运输部
等有关部门已对三峡枢纽水运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开展
多次论证，项目建议书已通过审查并上报国务院，项目工程建设在
技术上是可行的，建设必要性也得到相关部门、专家的认可。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需要8年多的时间，鉴于三峡船闸拥堵
形势的严峻性，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瓶颈制约，提升长江航运供
给能力，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建议提出：国家在抓紧推进前期
工作的同时，尽快实质性启动三峡枢纽水运新通道和葛洲坝航
运扩能工程项目建设，及早从根本上解决三峡船闸通过能力瓶
颈制约，充分发挥黄金水道黄金效益，更好地支撑长江上游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更好地服务国家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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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下午，重庆代表团住地，国家发改委基础设施发展司副司长周小棋（前排左三）
及两名国家发改委基础设施发展司干部，与张轩（右三）、杜黎明（右二）、许仁安（右一）三位
全国人大代表进行了坦诚、深入的交流。 记者 苏思 摄

满载汽车的货船行驶在长江云阳水域。三峡工程蓄水成库后，千里峡江结束“夜不能航”的历史，三峡库区“黄金水道”地位和作用凸显。
通讯员 饶国君 摄

■重庆团代表提
出建议，加快启动三
峡水运新通道建设。
三峡船闸通过能力不
足逐渐成为长江水运

“肠梗阻”，尽早决策
建设三峡水运新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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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7日收到
国办转来的建议后，
国家发改委立即组织
研究了解项目在推进
中还存在哪些问题，
并召集相关部委开一
场座谈会，征求了各
方意见

■ 3 月 10 日下
午，国务院办公厅委
派部委工作人员到
重庆代表团住地，当
面听取代表的意见
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