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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加快建设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
——专访市交通局党委书记、局长许仁安

本报记者 杨永芹

记者手记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
重要讲话精神系列访谈之（38）

重庆要打造国际性综合交通枢
纽，需补齐交通短板，需高起点谋划
交通建设。

近两年来，重庆交通聚焦城市
提升交通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和高
铁建设“五年行动”，按下了“快车
键”，跑出“加速度”：仅2018年就完
成交通投资 908.6 亿元，创历史新
高。

但应该看到，我市交通基础设
施的瓶颈和短板仍较突出，对外大
通道还不足，对内畅通水平还不高，
交通方式衔接还不畅，“造路”的路
还很长。

可喜的是，全市交通系统正认
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更加注重从
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

“整体设计综合交通运输”等重要指
示精神，严格按照“高起点大思路谋
划交通发展”等工作要求，一批重大
规划编制取得阶段性成果。

目前，《重庆市交通强国示范建

设纲要》《重庆市新时代铁路网规
划》《重庆市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

《重庆市港口总体规划》《重庆市高
速公路网规划》《重庆国际航空枢纽
战略规划》《重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
略交通专题》《关于构建内陆国际物
流枢纽支撑的研究》等正加快推进。

大开放靠大开发、大开发靠大
交通。相信在这些高起点的交通
规划引领下，重庆交通将干出“好
成绩”，为重庆改革发展、对外开放
提供更好保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

打造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需高起点谋划
□杨永芹

扎实谋划交通发展
加快构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重庆日报：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
中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产业。重庆
在推动西部大开发中发挥支撑作用，
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带动作
用，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发
挥示范作用，交通领域做了哪些工作，
取得了哪些成效？

许仁安：今年以来，全市交通系统
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更加注重从
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整
体设计综合交通运输”等重要指示，正
扎实谋划交通发展，一批重大规划编
制有序推进，已取得阶段性成果。《重
庆市交通强国示范建设纲要》《重庆市
新时代铁路网规划》等形成初稿，《重
庆国际航空枢纽战略规划》《重庆市高
速公路网规划（2019-2035年）》正在
报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十四五”规
划编制已启动。同时，一批重大项目
正在加快推进。

高速铁路方面，上半年，渝万高铁
已完成可研审查，渝昆高铁已完成初
设预审，渝西高铁全线预可研及万州
至城口段可研已完成，成渝中线高铁
重庆境内段可研基本完成，成渝铁路
重庆站至江津段改造可研鉴修件已通
过国家铁路集团专家审查，郑万高铁、
枢纽东环线等800公里续建项目有序
推进。

高速公路方面，今年2月，奉节至
建始开工建设，这是渝东北地区一条
重要扶贫大通道，也是一条重庆高速
公路出口大通道。目前19个在建项
目1137公里加快建设，渝遂高速扩能
北碚至铜梁段完成初设，渝湘高速扩
能等项目初设全面启动。启动改造
2260公里普通干线公路，为年计划
3300公里的68.5%，其中建成1127公
里，服务区域经济发展能力不断增强。

水运方面，万州新田等港口建设
进展顺利，嘉陵江利泽航运枢纽开工
建设，长江涪陵至朝天门段4.5米水
深航道整治工程可行性研究已通过
交通运输部行业审查，涪江双江航电
枢纽成功签订投资协议。

民航方面，江北机场T3B航站楼
和第四跑道预可研完成民航局行业审
查，武隆机场建设和黔江、万州机场改
扩建加快推进，巫山机场已完成试飞、

校飞，永川大安通用机场已建成、即将
投用。

上半年，这一系列举措和重点项
目加快推进，确保全市交通发展态势
稳中向好、好中提质，全市累计完成交
通投资408.7亿元。

打通川渝断头路
大力推进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

重庆日报：今年7月，重庆市党政
代表团赴四川省学习考察，并签署《深
化川渝合作推进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
展重点工作方案》等系列合作协议。
下一步，在交通方面，重庆如何加快推
进川渝合作？

许仁安：重庆党政代表团到四川
考察调研，并进行了座谈，我们与四川
省交通运输厅签署了《推动成渝城市
群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2019年重
点工作方案》，在交通等领域取得了丰
硕成果。

推动成渝间更深层次互联互通，
共建打造成都—重庆国际性综合交通
枢纽，市交通局责任重大、责无旁贷。

下一步，我们将抓紧抓好与四川
交通运输、发展改革等有关部门对接，
扎实推进川渝间高速铁路、高速公路、
航运等重点项目前期工作和建设，确
保尽早落实落地。

高速铁路方面，加快渝西高铁、渝
昆高铁、成达万高铁前期工作，力争
2019年开工建设，推动成渝中线高
铁、重庆至遂宁城际铁路等项目前期
工作，着力构建成渝城市群大运量客
运通道。

高速公路方面，打通川渝断头路，
织密高速公路网，到2025年力争成渝
城市群间高速公路通道达到20个。

航运方面，加快嘉陵江全江渠化，
改善涪江航道条件，加快沿江城市融
入“一带一路”和促进成渝城市群经济
发展。

同时，我们还将持续加强与周边
省份沟通衔接，巩固发展川渝、渝黔、
渝陕等交通合作，努力促进区域交通
联动发展。

加快构建“四好农村路”网络体系
打通农村出行“最后一公里”瓶颈

重庆日报：要解决“两不愁三保
障”突出问题，交通是重要突破口。我
们如何加快改善贫困地区交通环境，

打通农村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问
题，决不让任何一个地方的发展因交
通掉队？

许仁安：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
记殷殷嘱托，着眼脱贫攻坚、全面小康
和乡村振兴，加快推进“四好农村路”
高质量发展，提速建设“四好农村路”。

目前，我市已编制了城市提升交
通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和全市18个
深度贫困乡镇交通扶贫攻坚行动方
案。特别是对18个深度贫困乡镇交
通建设项目，实施“三个优先”，即前期
工作优先启动、工程设计优先审批、项
目资金优先支持，确保交通扶贫项目
尽快实施。

全市交通系统与有脱贫任务的
33个区县建立结对帮扶机制，补助资
金持续进行倾斜，上半年18个深度贫
困乡镇累计完成投资42.74亿元，建成
通组公路1863公里。

上半年，我市已启动建设“四好农
村路”通组公路 1.3 万公里，已建成
1.15万公里，新解决1763个村民小组
通公路、4596个村民小组通油路或水
泥路。

下一步，市交通局将加快“四好农
村路”建设，全力解决乡镇间通道不
足、城镇过境路段拥堵等突出问题，推
动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从而加
快构建结构合理、因地制宜、便捷畅通
的“四好农村路”网络体系，为加快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基础保障，打通
农村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瓶颈，决
不让任何一个地方发展因交通掉队。

今年底，我市要确保全年完成2.4
万公里“四好农村路”建设任务，新增
4000个村民小组通公路、8000个村
民小组通油路或水泥路。今年底前要
新增38个行政村通客运。

着力打通大通道
建设大枢纽、构建大平台

重庆日报：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
在发挥“三个作用”方面提出了新的殷

切希望，在加快建设国际性综合交通
枢纽方面，我们有何新举措？

许仁安：今后，我们将加力提速综
合交通规划建设，大力实施城市提升
交通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和高铁建设

“五年行动”，加快建设国际性综合交
通枢纽。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突出规划引领，高起点大思路谋
划交通运输发展。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更加注重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
域服务全局”等重要指示，认真抓好一
批重大专项规划编制，加快形成储备
一批、开工一批、建设一批、竣工一批
的滚动发展格局，着力打通大通道、建
设大枢纽、构建大平台，努力以交通优
势提升区位优势、彰显战略优势，全力
助推我市在发挥“三个作用”上展现新
作为、实现新突破。

突出补齐短板，着力构建现代综
合立体交通体系。加快构建出海出
境大通道体系。建设“米”字型高铁
网，按照“五年全开工、十年全建成”
目标，重点建设与成都、兰州、西安、

郑州、武汉、长沙、贵阳、昆明8个方
向10条高铁通道，尽快构建起与周
边地区及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
城市群的高铁联系。建设长江上游
航运中心，全力配合国家开展三峡枢
纽水运新通道前期论证，大力推动干
支航道整治和现代港口集群打造，畅
通和用好长江黄金水道，努力使长江
黄金水道发挥更多黄金效益。建设
国际航空枢纽，提速江北机场T3B航
站楼和第四跑道前期工作。建设现
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重点建设重庆
东站等综合客货枢纽，持续完善中欧
班列（重庆）、陆海新通道等国际通道
交通网络。

突出互联互通，加快完善重庆与周
边地区的快速通道。着眼西部大开发
战略和成渝城市群发展，全力推动重庆
与周边地区互联互通。建立健全西部
省市交通协同发展机制，巩固发展川
渝、渝黔、渝陕等交通合作；打通北上、
南下、东出大通道，加快推动郑万、渝
昆、渝西高铁建设，启动成渝中线、渝

贵、沿江高铁建设。完善高速公路骨架
网络，优先推进射线高速扩能改造，大
力建设对外出口通道，尽快打通到陕西
的直接出口通道，逐步加密与贵州、湖
南、湖北和四川的出口通道。

突出城乡融合，坚决打赢打好交
通脱贫攻坚战。大力实施农村公路

“进村入户”，扎实推进“四好农村路”
建设和普通干线公路改造，持续提高
农村公路通达通畅深度。到2020年，
新建“四好农村路”3.8万公里，解决30
户或100人以上集中居住的村民小组
通达通畅问题。到2020年，实现有条
件的行政村100%通客运。

不断提升运输服务保障水平。落
实公交优先发展战略，提升出租车服
务质量，新开行一批公交化列车，促进
群众便捷出行。加快绿色交通建设，
坚决打好交通领域污染防治攻坚战。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交
通大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推动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周尤）“他
是乡党委书记，又是从县级机关来的，
我误认为他经历多、人脉资源丰富，即
使出点儿问题也能摆得平、搞得定，以
至于放弃了自己的立场和坚持。”近
日，在忠县石子乡“以案四说”警示教
育会上，石子乡副乡长吴方卓对照“狱
中八条”第三条“不要理想主义，对上
级也不要迷信”等内容进行深刻剖析
反思。

吴方卓违反党的纪律，还得从石
子乡原党委书记刘新春的“夫妻店”说
起。

2015年12月，刘新春调任石子乡
党委书记。任期内他默许乡政府在公
务接待、联系协调工作时使用烟酒，违
规在其妻李某经营的副食店内消费烟
酒茶等共计51万元。为填补大额消
费带来的资金窟窿以及逃避日常监督
检查，刘新春授意并安排该乡副乡长
吴方卓通过与工程老板李某虚构工程
项目的形式套取财政资金12万元，用
于冲抵部分烟酒款。2019年3月，刘

新春受到留党察看二年、政务撤职处
分，吴方卓明知领导交办事项涉嫌违
纪违法仍去执行，造成财政资金损失
和不良社会影响，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今天重温‘狱中八条’，我受到了
深刻的教育，第一条讲到‘防止领导成
员腐化’，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刘新
春纪律意识淡薄，曾在乡党委会上提
出‘必要的吃请开支还是要有的’，我
作为时任乡纪委书记，缺乏坚持原则

的勇气，没有坚决制止，现在追悔莫
及”……警示教育会上，石子乡党委班
子成员先后发言，现任乡党委书记周
建平痛心地说：“2018年以来，全乡1
名干部被判刑，6名领导干部受到党
纪政务处分，4名乡直属单位职工和
村干部受到党纪处分。一把手带头腐
化，形成一人违纪、众人随之的破窗效
应。”

查处不是最终目的，关键要举一

反三，引以为戒。为解决党员队伍在
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等方面存在的
突出问题，今年5月以来，忠县纪委监
委把重温“狱中八条”作为受处分党员
所在党组织开展“以案四说”警示教育
的第一堂课，通过中心组学习、主题党
日活动、组织生活会等多种形式进行
大学习大讨论，学深悟透“狱中八条”
历史背景、深刻内涵和镜鉴意义。同
时，结合“以案四说”警示教育会，督促
班子成员结合“狱中八条”深入剖析干
部违纪、违法、失德、失责等问题，对照
违纪违法人员的具体错误行为和日常
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见人见事说清纪
法德责，并要求警示教育对象自我剖
析，举一反三、引以为戒，讲清如何严
党性、守纪法、正作风，杜绝“看戏”心

态。
“‘狱中八条’是牺牲在渣滓洞、白

公馆的革命志士在生命最后一刻向党
总结出的八条意见，它一针见血地指
出了在残酷的革命战争环境下，思想
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的重要性。
今天我们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持之以恒纠正‘四风’，与70年
前革命先辈的这份厚重思考精神相
通、使命相连。”忠县纪委监委相关负
责人介绍，“狱中八条”穿越历史、呼应
现实，结合“以案四说”警示教育开展，
党员干部反响十分热烈。

截至目前，忠县结合“狱中八条”
先后在石子乡、磨子土家族乡、县审计
局开展“以案四说”警示教育大会3场
次，300余名党员干部受教育。

忠县运用“狱中八条”开展警示教育
对照检查杜绝“看戏”心态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时强调，更加注重从全局谋划一域、
以一域服务全局，努力在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发挥支撑作
用，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带动作用，在推进长江经济带
绿色发展中发挥示范作用。

近日，市交通局党委书记、局长许仁安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全市交通系统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
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力提
速综合交通规划建设，大力实施城市提升交通建设“三年行动计
划”和高铁建设“五年行动”，加快建设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切
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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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机构住所：重庆市彭水县汉葭镇插旗街453号三楼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绍庆街道学府路21号学府中央2号楼3-1、3-2
成立时期：2012年12月27日
邮政编码：409600 联系电话：023-78842360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法定保险业务除外）
发证日期：2019年7月11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保监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丰都县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邓有涛
机构编码：000100500230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丰都县三合镇平都大道西段48号第6层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丰都县三合镇平都大道西段48号第6层、第5层
成立时期：2010年11月23日
邮政编码：408200 联系电话：70709277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
发证日期：2019年7月11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保监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江津区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吴明仙
机构编码：000100500116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江津区鼎山街道鼎山大道518号祥瑞大厦1幢14-6号、14-7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江津区鼎山街道鼎山大道518号祥瑞大厦1幢7-1号至7-6号及14-6

号、14-7号
成立时期：2008年6月04日
邮政编码：402260 联系电话：47522672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
发证日期：2019年7月11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保监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8月4日，合川区太和镇合安高速黄家湾大桥正在架设首榀T梁。合安高速预计明年建成通车，
届时合川到四川安岳只需1个小时左右。 本组图片均由记者万难摄

4月22日，城口县周（溪）双（河）公路像丝带连接大山中
的村庄，成为村民们的脱贫致富路。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