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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发展成就巡礼重庆发展成就巡礼··交通交通

乘车途经沙坪坝区三峡商圈，细
心的市民发现，原来的沙坪坝火车站
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高约200米的
标志性建筑双子塔。

这只是地面部分。地下47米的
8层空间，采用立体换乘体系，成功衔
接了成渝铁路客运专线、轨道交通
（环线、一号线、九号线）、公交、出租
车（的士、网约车）、社会车辆等多种
交通方式，实现了多种交通方式无缝
换乘。

“这就是沙坪坝项目。”重庆城市
综合交通枢纽（集团）有限公司副总
工程师、重庆城市综合交通枢纽开发
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易兵称，沙坪坝
项目率先引入“站城融合”设计理念，
实现了高铁站和城市发展的有机融
合，把沙坪坝火车站打造成了全国第
一个商圈高铁TOD。“‘高铁+上盖物
业’开拓出了‘站城一体化’的城市发
展新空间，彻底改变了铁路车站分割
城市的历史，实现了车站藏隐于城市
建筑之中。”

所谓TOD，就是以公共交通为
导向的开发，是规划一个居民或者商
业区时，使公共交通的使用最大化的
一种非汽车化的规划设计方式。中
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铁路总公司总
经理特别技术顾问何华武称，重庆沙
坪坝站铁路综合交通枢纽TOD项目
是构建客运站为商服综合体的范例。

担当 主动请战建商
圈高铁TOD

沙坪坝火车站是原襄渝铁路的
过路站，位于沙坪坝区三峡商圈与沙
坪公园之间，占地约12公顷。因年
久失修，沙坪坝火车站与三峡商圈的
现代化气息格格不入，既制约了城市
中心区核心功能的释放，又影响了三
峡商圈的提档升级。

与此同时，随着成渝铁路客运专
线的引入，沙坪坝火车站作为该线进
入重庆的一个重要车站，除了担任交
通功能之外，还扮演着重庆城市门户
的重要角色。这意味着沙坪坝火车
站的综合改造将打造集高铁、轨道交
通、公交、出租车、社会车辆等为一体
的现代化城市核心综合交通枢纽。

“周边用地开发成熟度较高且环
境复杂。”易兵介绍，沙坪坝项目地段
属丘陵河谷侵蚀地貌，临近商圈、高
楼环绕、学校集聚，附近市民达10万
之多。在如此复杂城市环境下，改造
综合交通枢纽极具挑战。“但重庆城
市交通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主
动请战，改组原站场集团为重庆城市
综合交通枢纽（集团）有限公司统筹
项目建设，并专门成立下属企业重庆
城市综合交通枢纽开发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枢纽公司”）负责具体
承建该项目。”

在长约200米、宽60米的区域
内建设城市核心综合交通枢纽，满足
不同公共交通需求的同时实现高效
率的交通转换，改善沙坪坝商圈城市
交通，扩大三峡广场的影响范围和辐
射能力，显然沙坪坝火车站不具备

“横向发展”的条件，只有利用站场低
于城市标高的有利条件建设立体换
乘体系。

为此，枢纽公司联合西南交通大
学、重庆邮电大学、重庆工商大学、武
汉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东南大学、清
华大学、重庆大学、中国中铁二院工
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机构开展研
究合作，率先大胆引入TOD的设计
理念，拆迁老旧城区和旧火车站，利
用土地空间，向下开挖深基坑建地下
综合交通枢纽，向上利用枢纽上盖进
行物业开发，通过加盖方式缝合铁路
线对城市的割裂，将北侧的三峡广场
和南侧的沙坪公园连为一体，打造成
集购物、娱乐、休闲、健康为一体的现
代化城市中心区，实现高铁站场、换
乘枢纽、商业开发和城市配套设施的
高效有机融合。

“开创了在铁路站场上加盖进行
城市开发的首例，三峡商圈面积因此
扩容3倍。”枢纽公司总经理李晓华
介绍，沙坪坝项目的建设内容包括成
渝铁路客运专线沙坪坝站场站房改
造、综合交通换乘枢纽工程、相关城
市道路改造工程、城市轨道9号线交

通节点工程和枢纽上盖物业开发等
部分。“最终达到项目投入与产出平
衡、经济与社会效益双赢的目的。”

攻坚 不畏艰难“啃
下三块硬骨头”

在城市核心地带实施枢纽综合
改造工程，除了多种交通设施的空间
布局，还涉及项目红线内企业、居民
的房屋拆迁和土地征用，以及红线外
的通道搭接、综合管网的迁移改造，
物权主体、营运主体和行政管理主体
涉及面非常广，既有技术方案的配
合，又有商务方面的协商，更有行政
方面的协调。

“征地拆迁、管网迁改、交通转换
都是绕不开的‘硬骨头’。”副总经理邓
建国称，这些工作涉及面广、层次多、
沟通频繁，既需要市级层面的统筹协
调，又需要企业与当地政府及相关部
门的协助配合，更需要深入一线发现
困难、解决问题。“必须要有攻坚克难
的毅力和壮士断腕的勇气，去面对项
目建设管理过程中的矛盾和冲突。”

沙坪坝项目地处主城核心商圈，
需拆迁的房屋量大，被征收人员构成
复杂且普遍对征收补偿期望值高，历
史遗留问题不少；同时该项目也是重
庆市执行《重庆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收与补偿办法》以来重庆主城核心区
大规模城市拆迁项目，房屋拆迁涉及
铁路和地方城市房屋，协调难度极大。

为此，枢纽公司树立“诚信征
收、法治征收、阳光征收”的理念，创
造性提出“先期推进涉及成都铁路
局沙坪坝站的房屋和土地的征收，
中间开花，分期实施项目征迁”的思
路，很好地完成了项目涉及的征地
拆迁工作。

历时6年，整个项目累计完成征
收 户 数 1122 户（总 建 筑 面 积
97806.66平方米），其中住宅1015户
（建筑面积75024.26平方米），非住宅
107户（建筑面积22743.55平方米），
完成支付各类征收补偿款达24亿元
（不含涉及铁路的补偿费用）。

“每一天都像在作战！”2011年，
高飞从部队转业到枢纽公司上班，后
负责征迁部和工程部的管网迁改工
作。“这个工作对身体、对毅力、对能
力都是一场考验。”

沙坪坝项目涉及管网迁改改分
为临时管线迁改和永久管网建设两
部分，总计迁改管线近千条，迁改长
度超过150公里。其中，管线临时迁
改实施项目包括军缆、电力（包含空
中高压线）、燃气、通讯、供水、污水等
14家产权单位的管线；永久管网建
设包括电力、电信、铁通、联信、燃气、
供水等。特别是有的地方，因施工需
要管线临时迁改反复七八次、迁改方
案要设计七八个。

高飞介绍，管网迁改流程也很复
杂，先由枢纽公司向管线产权单位提
出迁改申请，办理报建手续；再是涉
及的多家单位现场踏勘详细调查需
迁改管线范围、数量、长度等；然后还
要经历方案设计及审批、造价编制及
送审、造价审核及谈判、线路迁改施

工、完工验收及结算、资料收集及移
交等程序才算迁改结束。

“线不迁走就无法修路，路修不
好就不能断道施工。”改建站南路时
正值高温天气，领导给高飞7天时间
完成管线迁改。高飞说，搬走绿化树
要协调市政部门、断道施工要向交警
部门申请。最关键的是要时刻守着
工人施工，为加快进度，他自掏腰包
买水、买饭，寸步不离督促施工。接
连5天，高飞都是清早6点出门，凌
晨3点回家，直到第6天中午完成了
任务。

沙坪坝区交通拥堵，在城市核心
商圈实施工程，交通保畅压力大。规
划前期部主办工程师吕雄杰介绍，整
个建设周期内对既有城市道路安排
了5次交通转换。

截至目前，项目已完成3次交
通转换。随着道路地不断优化完
善，每次交通转换时道路变得越来
越畅通。

匠心 盖下建起立体
交通换乘体系

城市综合体将带来的巨大人流，
同时铁路客站作为城市对外交通的
节点，其本身所产生的交通需求也很
大。

为此，枢纽公司实施了成渝铁路
客运专线沙坪坝站场站房改造工程；
客专站房与城市交通间的换乘大厅
和进出站通道，枢纽内新建公交车站
场、出租车站场、地下车库以及上盖
物业开发配套工程；以及相关市道路
改造工程和地铁九号线沙坪坝站、沙
小区间及地铁环线、九号线共用的出
入口等相关工程。

“一改国内大型枢纽站场惯用
的平面布局方式，采用立体综合布
局。”工程部现场代表蒋朝辉称，地
下8层空间的立体分层化布置，成
功衔接了成渝铁路客运专线、轨道
交通（环线、一号线、九号线）、公交、
出租等多种交通方式，实现了枢纽
核心区与城市的多层面接口选择，
避免了交通枢纽节点的堵塞，又使
各种交通方式形成无缝对接，缩短
了换乘距离，实现高效便捷的人车
分流。“从设计到施工，都体现了精
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沙坪坝项目周边是商圈、学校、
住宅，避免尘土、噪音等对市民的影
响是工程得以顺利实施的前提。特
别是沙坪项目的超大深基坑工程位
于沙坪坝商业区，地面建筑物密集、
结构形式复杂，基坑最大深度44.6
米，宽度125米，长度450米，在开挖
实施钻爆作业时，如何减少炮声、震
感对市民的影响，避免对周边建筑物
的破坏成了市民最关心的问题。

“开展工程减震爆破施工技术研
究。”蒋朝辉称，工程技术人员提出

“浅孔欲裂+减震沟+分离岛式开挖”
的施工方法和工序，提高施工效率并
降低爆破振动对邻近建筑和基坑围
岩的扰动。“2.9万次爆破无炮声、无
震感、无烟尘污染，实现了零投诉。”

据介绍，混凝土建筑跨度只有8

米，钢结构跨度可达12-15米，受力
更好。因此，整个建筑7楼以下全采
用钢结构加外包混凝土。此外，深基
坑温度低，如果与混凝土温差超过
15度会产生裂缝。因此，在浇铸混
凝土时，工程技术人员又采取外面保
温、里面循环水降温的办法，把温差
控制在15度以内，确保混凝土浇铸
质量。

“发扬‘巡视精神+钉子精神’推
进项目建设。”易兵称，枢纽公司抓牢
深基坑、铁路、道路三条施工主线，组
织开展了包含9个子课题的《复杂城
市环境下综合交通枢纽成套技术研
究》科学研究工作，有效解决了设计
环节的技术难题和规范冲突，为项目
建设管理、施工控制和运营保障提供
了坚实的技术支撑。同时全面引入
BIM技术以加强项目施工管理，全力
保障项目进度的顺利推进。“沙坪坝
项目因此获得第二届‘华春杯’全国
BIM技术应用大赛施工类一等奖。”

沙坪坝项目的地下空间，从上至
下结构为：一层至二层是铁路进站通
道、铁路站房、售票厅；一层至七层是
商业天街及裙房；七层以上是超高层
双子塔商业楼；负一层是公交车站、停
车场；负二层是出租车站、停车场；负
三层是停车场；负四层是高铁出站厅
及换乘通道、停车场；负五层至负六层
是停车场；负七层是轨道9号线沙坪
坝站、停车场；负八层是结构嵌固层。

2018年 1月 25日，高铁通车。
沙坪坝项目以交通流线为切入点，
设置竖向贯穿综合枢纽地下7层空
间“交通核”，引导不同楼层的人流
实现各种交通方式之间的换乘，以
及公共交通与城市空间之间的转
换，开创了枢纽中心功能叠加的新
型城市生活。

创新 “自我造血”实
施盖上物业开发

2017年6月16日，龙湖地产通
过土地招拍挂，以约34.1亿元的土
地挂牌综合价金取得沙坪坝项目上
盖物业开发权，打造金沙天街商圈

“龙湖光年”，沙坪坝核心商圈扩容提
质也随之驶入快车道。

“盖下建设综合枢纽，盖上进行
物业开发。”邓建国介绍，沙坪坝项目
将空间权属分为盖上盖下两个部分，
实施分层出让。盖下建设综合枢纽，
盖上通过招拍挂进行开发，不仅让空
间资源得到了最大程度利用， 而且
实现由土地出让收益平衡了项目建
设资金，在高铁站场建设融资体制改
革方面也作出了全新探索。“颠覆了
传统土地平面一次性出让模式，创新
土地空间权属概念，实现了‘自我造
血’功能。”

土地出让是整个项目实现投资
平衡和构建包涵交通、商业、城际旅
游等功能为一体的公共服务空间的
关键。事实上，从沙坪坝项目枢纽公
司成立开始，就在不断探索土地出让
模式。

据介绍，枢纽公司先后与华润置
地、协信集团、中铁建等房地产开发

商就土地的开发模式展开不同程度
的交流与磋商。特别是与协信集团
就上盖物业的开发和出让方式进行
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十次易稿，在否定、肯定、再否
定、再肯定的过程中，最终形成‘高
铁+上盖物业’开发模式。”易兵回顾，
从最初的“双子塔+5栋商务公寓楼+
裙楼整体商业”方案，再到多家开发
商以世界知名策划公司，枢纽公司择
优综合了参与项目前期论证的各家
公司的开发理念，持续优化盖上物业
概念性方案，最大限度地集约利用城
市土地，平衡项目资金，体现了科学
发展、绿色发展及可持续发展。“并明
确了盖上48万平方米的开发体量。”

沙坪坝项目围绕综合枢纽站场
对上盖及毗邻地块进行综合开发，打
造全国首例商圈高铁TOD，以收益
弥补平衡了项目建设成本，很好地实
现了项目相关方的共赢与多维互动
和协调发展。

据了解，金沙天街商圈“龙湖光
年”定位“大枢纽、大商圈、大天街”，
总投资近100亿元，计划于2020年
全部建成。项目业态包含酒店、商
业、公寓、写字楼等，其中1、2号楼为
整个项目的标志性建筑双子塔，建筑
形象高度约200米。

以山为型，取水为意，以塔楼为
山，以飘带为水，用飘带将塔楼与裙
房优美地连接在一起。双子塔、车站
核以及其它地面建筑，形成了一道独
特景观。

作为原铁道部与重庆市政府确
定的部市共建示范项目，沙坪坝项目
项目总投资约105亿元（不含上盖物
业），其中综合交通换乘枢纽工程投
资约84亿元，并率先引入“站城融
合”的设计理念，打造成全国第一个
商圈高铁TOD，获得了重庆科技进
步奖、巴渝杯优质工程奖，目前正申
报国家优质工程奖。

赵童 张亚飞 刘玉珮

图片由重庆城市综合交通枢纽（集团）

有限公司提供

“秋日烈，巴渝夜空凝望月。凝望月，龙隐沙磁，歌乐翠滴。高铁上盖尝先试，换乘枢纽谱新曲。谱新曲，重构交通，心坚如铁！”

这首《忆秦娥·沙坪坝》描写的是沙坪坝铁路枢纽综合改造工程项目（以下简称“沙坪坝项目”）打造全国第一个商圈高铁TOD的壮

举，同时也抒发了建设者的自豪之情。

向地下开挖47米构建立体换乘体系，地面建起200米双子塔。十年磨一“建”，这里即将成为重庆又一新地标。

“高铁＋上盖物业”

沙坪坝火车站打造成全国第一个商圈高铁TOD

引入“站城融合”设计理念，创新
探索“高铁+上盖物业”模式，打造全
国第一个商圈高铁TOD……日前，重
庆城市综合交通枢纽（集团）有限公
司副总工程师、重庆城市综合交通枢
纽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易兵介
绍了沙坪坝项目建设的相关情况。

问：10 年项目建设，你收获了什
么？

易兵：公司成立之初，我们只有6
名员工，更没有建设商圈高铁TOD
的技术。但10年下来，我们培养了人
才、积累了经验、掌握了技术，更锤炼
了枢纽人勇于担当、攻坚克难、精益
求精、乐于创新的精神。

问：你觉得项目成功的关键是什
么？

易兵：除了市委、市政府的正确
领导，地方政府、相关部门、业主单
位，以及人民群众的鼎力支持，有一
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很关键。可以
说，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我们有的党员就倒在了工地上，有的
员工带着病痛仍然坚守在施工现场。

问：据了解，沙坪坝项目成了我
国建设高铁车站上盖城市综合体项
目的示范案例？

易兵：是的！我们一直把它当作
作品在打磨，所以叫十年磨一“建”。
国家发改委有关领导称赞项目充分
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并
提出要在全国推广。

问：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易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再出

发！重庆市被确定为国家级综合交
通枢纽城市。我们愿意为“米”字型
高铁骨架网规划建设落地出一份力。

同时，北京、成都、桂林、南昌等
地也开始启动铁路上盖项目建设，并
多次组织到沙坪坝项目参观，不少地
方也邀请我们走出去参与建设。

访谈》》

不忘初心再出发

沙坪坝火车站分层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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