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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永芹

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
11月18日，重庆铁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重铁集团）正式揭牌成立。这标志着重
庆正式搭建起支撑铁路提速发展的投融资和
建设运营管理平台，重庆铁路建设按下了“快
进键”，驶入了“快车道”。

“重铁集团的成立，是铁路投融资体制改
革的重要实践，也是国家铁路集团与地方深度
合作的有益探索。”国家铁路集团相关负责人
表示。

据介绍，重铁集团将在加快补齐我市高铁
建设“短板”和拓展开放通道中发挥重要作用，
并在统筹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铁路建设、铁公
水空四种方式、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四类要
素中提供重要支撑。

为何要组建重铁集团？
需要统一的投融资及建设运营管理平台

近两年来，重庆坚持把交通建设摆在更加
突出的位置，深入实施高铁建设五年行动方
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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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报
频传——

2018 年，重庆高铁建设五年行动方案

出台；
2018年11月，渝湘高铁重庆至黔江段暨

重庆东站开工建设；
2019年7月，重庆北站南广场启动改造；
2019年9月，西南大动脉渝昆高铁开建。
一条条铁路在重庆境内延伸，一个个项目

在巴渝大地落地生根。
尽管如此，有一个事实不容回避。长期以

来，我市铁路建设发展缺乏统一的实施主体、
投融资平台和建设运营管理平台，无法适应国
家和我市铁路建设发展的新形势和新任务要
求。

并且，随着改革的推进，部分铁路建设由
之前以国家投资为主转变为以地方（重庆境
内）投资为主。组建重铁集团、履行项目业主
职能，迫在眉睫。

为此，重庆市政府和国家铁路集团积极谋
划、大力推进，创新性地合资组建了重庆铁路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并于11月18日挂牌。

新成立的重铁集团，定位为市政府和国家
铁路集团出资、市场化运作的合资铁路公司，
负责国家和地方合资铁路、城际铁路项目的投
融资、建设运营、资产管理、综合开发等。

“重铁集团的组建，改变了重庆铁路建
设单纯依靠市场的发展模式，实现了政府、
市场、企业协同发力。”重铁集团相关负责人
表示。

构建“米”字型高铁网络
实现“五年全开工、十年全开通”目标

平台搭建起来，重庆铁路建设的蓝图更加
清晰。

11月18日，重铁集团成立当天，成渝铁路
重庆站至江津段改造工程建设正式启动，成渝
铁路重庆站至江津段将增建二线，建成开通
后，成渝单线铁路将变为双线并行，开行公交
化列车，江津至菜园坝约需1小时。

同时，渝万（州）高铁、渝西高铁也在紧锣
密鼓推进。未来，我市还将新建重庆东站，改造
重庆站、重庆北站等铁路综合交通枢纽工程。

根据重庆高铁建设五年行动方案，重庆将
提速构建“米”字型高铁网，实现“五年全开工、
十年全开通”目标。未来五年，重庆将开建渝万、
渝西等8条、共计1700公里的高铁，并在10年
内全部建成通车，形成“米”字型高速铁路网络。

届时坐高铁，重庆到成都、贵阳将实现1小
时到达，到其他周边省会城市将实现3小时到
达，到北京、上海和广州的时间也将大大缩短。

11家金融机构送出“大礼包”
1500亿元助力重庆铁路建设

重铁集团成立当天，铁路建设在融资方面

就收到一个“大礼包”：国家开发银行等11家
金融机构为重铁集团提供1500亿元的意向性
融资支持，在合资铁路、城际铁路及沿线土地
综合开发等项目融资方面进行深度合作。

“有了金融机构的支持，我们的底气更足
了。”重铁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

这11家金融机构为何如此“大手笔”？这
是因为金融机构看好重庆高铁建设的市场前
景。

据了解，未来10年内，重庆高铁总投资将
达3600亿元，其中路（国家铁路集团）市（重庆
市）承担资本金约1800亿元，多渠道融资约
1800亿元。

平安集团、建设银行重庆分行等金融机构
相关负责人纷纷表示，未来，将进一步巩固深
化与重铁集团的合作，加大对重庆铁路建设的
支持力度，全力支持重庆早日建成国家综合性
铁路枢纽。

重铁集团成立，搭建起投融资和建设运营管理平台

10年内将建成1700公里 重庆高铁建设大提速

重庆将形成“米”字型高铁网（示意图）

重庆在建高铁

周边既有高铁

重庆规划高铁

重庆既有高铁

（资料来源：市交通局）

□本报记者 杨永芹

11月18日，成渝铁路重庆站至江津段改
造工程建设正式启动。在总体保留既有线的
基础上，增建二线的扩能改造，形成双线运
输。

这项改造工程由重庆铁路枢纽东环线指
挥部负责建设。据了解，增建二线将打造成为
一条沿江旅游观光线，开行铁路公交化列车。
该线路计划2022年底建成通车，到时乘火车
从江津至渝中区菜园坝约需1小时。

为何要改造？
消除病害隐患、延长使用寿命

成渝铁路于1952年建成通车，是新中国
成立后建成的第一条铁路。

它由成都站向东，经资阳、资中、内江进入
重庆永川，沿长江北岸抵达重庆站，全长504
公里。

“这条铁路为单线铁路，已运营将近70
年，目前多处出现病害。”重庆铁路枢纽东环线
指挥部相关人士介绍，目前，成渝铁路沿线基
床翻浆冒泥、路堤边坡溜坍、桥梁钢筋露筋锈
蚀、涵洞变形错位开裂、隧道衬砌风化开裂等
工程病害较多，养护维修成本高，运输安全压
力大。

不仅如此，随着重庆“米”字型高铁网的规
划建设工作推进，重庆铁路枢纽客运功能逐步
完善及货运布局逐步外移，成渝铁路重庆站至
江津段的干线功能逐步弱化，目前在重庆站始
发的列车只有10多对，在客货运输中的作用
逐步降低。

“为了能够延长成渝铁路重庆站至江津段
的使用寿命，延续铁路运输功能，传承文脉，活
化利用既有资源，需要对既有铁路实施病害整
治，消除安全隐患。”重铁集团相关负责人表
示。

据介绍，此次改造工期为3年，投资93.8
亿元，以较短时间建成具有快速轨道交通功能
的城市铁路。

全线将设13个站
新建车站在站台候车，不专设候车室

成渝铁路重庆站至江津段改造工程起于
渝中区重庆站，向西南经九龙坡区、大渡口
区，止于江津区江津站。改建方案在总体保
留既有线的基础上，增建二线的扩能改造，形
成双线运输，最大化保留历史现状，减少工程
投资。

改造前，既有线长约65公里，在九龙半岛
段改造线路采取截弯取直入地方案；改造后，
线路长60.9公里，桥隧比约17%，双线设计时
速80公里，特殊地段局部限速。

车站设立方面，成渝铁路重庆站至江津段
既有车站10个，增建二线后合计设站13个：
重庆站、鹅公岩、黄桷坪、义渡古镇、茄子溪、钓
鱼嘴、伏牛溪、小南海、铜罐驿、西彭、黄磏、圣
泉、江津站，另预留大渡口、金鳌2个车站。

为方便市民快速乘车，新建车站按站台候

车方式设计，设站厅层与站台层，不设候车室
等。通俗地说，就是按照现在地铁乘车模式设
计，不再单独设计候车室。

改造工程“修旧如旧”
实现“一站一风景、站站有特色”

据介绍，成渝铁路重庆站至江津段改造
后，将打造成一条旅游线。

重庆站至江津段串联了龙凤寺、铁路博物
馆、重庆工业博物馆、义渡古镇、钓鱼嘴人文艺
术半岛、铜罐驿古镇、铜罐驿天主教堂等一批
景点。

“成渝铁路浓缩了几代川渝人的记忆，我
们将按照‘保护历史、传承历史’理念改造。”重
庆铁路枢纽东环线指挥部相关人士介绍，既有
线改造工程仅对路基、桥梁、隧道的病害按照

“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整治，最大限度地保留

成渝铁路原有风貌。
为此，增建二线将打造成一条沿江旅游观

光线，按照“一站一风景、站站有特色”建设，彰
显重庆特色，让游客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
住乡愁。

开行公交化列车
实现“三铁”融合“零换乘”

根据规划，成渝铁路增建二线将改造为城
市铁路，开行动车组列车，运输能力将提高3
倍。

新建车站将与轨道交通、城轨快线、重庆
北站、江北机场进行有效连接，打造成“三铁”
融合示范线，实现“零换乘”。

据介绍，重庆站将与在建的轨道交通18
号线、规划的轨道交通12线以及城轨快线
26、27号线无缝换乘。比如，黄桷坪站、茄子

溪站将与轨道交通18号线，义渡古镇站与轨
道交通12号线无缝换乘等。

“沿江设置的车站，与轨道、公交、出租车、
网约车及社会车辆停车场一体化设计建设，形
成无缝衔接的换乘枢纽节点。”重铁集团相关
人士表示。

为方便市民出行，改造后的客运列车，将
采用站站停列车、一站直达（大站交错停）列
车、普客列车混合开行方式，实现城市组团间
快速通勤需求和沿江慢速旅游观光功能。货
运采用直达列车、摘挂列车混合开行。

未来，成渝铁路重庆站至江津段还将与渝
湘、渝汉等国家干线铁路和渝万城际铁路无缝
衔接，与黄茅坪支线、机场支线贯通运营，实现
铁路、轨道交通和高
铁的无缝连接，大大
缓解主城核心区域
的地面交通压力。

67岁成渝铁路实施改造 重庆站至江津段增建二线
打造成沿江旅游观光线，开行公交化列车1小时到达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11月18日，重
庆日报记者从重铁集团获悉，成渝铁路重庆站
至江津段改造工程在九龙半岛段将采取截弯取
直入地方案，九龙半岛将建铁路公园，再现成渝
铁路发展历史。

此次改造，将利用九龙半岛约8公里既有铁
路及部分配套设施，建设铁路公园，布局时光隧
道、火车餐厅、格调酒吧等休闲商业设施，将不同
时期的列车作为旅游观光列车在公园内开行。

同时，在规划建设的铁路博物馆内，将通过
现代信息技术和智能化手段，以全息影像的方
式情景再现成渝铁路的发展历程。

九龙坡区交通局人士称，改造后的成渝铁
路九龙半岛段将与建川博物馆、九龙半岛、铜罐
驿古镇等景点有效串联。

此次改造，将有效促进九龙半岛滨江资源
整合，促进九龙坡区东城与西城的深度融合，助
推九龙坡区全域旅游发展。

九龙半岛
将建铁路公园

再现成渝铁路发展史，
串联起附近景点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随着成渝铁路重
庆站至江津段改造工程建设正式启动，成渝铁
路始发终到站——位于渝中区菜园坝的重庆站
明年有望启动改造。

改建后，重庆站将由尽头式车站变为贯通
式车站，渝湘高铁将引入重庆站与成渝高铁贯
通。车站按高速场、城市列车场自北向南分场
布置，总规模7台14线，其中高速场新建设到
发线10条，设中间站台5座，城市列车场设到
发线4条，中间站台2座。

未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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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重庆铁路枢纽四
大客运站之一。

渝中区委书记黄玉林介绍，重庆站投运以
来，累计运送旅客超过2亿人次。改造后，重庆
站将打造成复合综合枢纽，利用上盖广场、空中
连廊、地下通道有效组织片区内各种功能，提高
空间利用效率，打造集“吃住行游购娱”于一体
的综合枢纽。

为配合重庆站改造，渝中区将启动菜园坝
滨江新城建设前期工作，推动传统市场转型升
级，将菜园坝片区打造成200亿元级产业集聚
区。

渝中区还将构建贯穿山水城的绿色通廊体
系，打通鹅岭、王家坡、铁路枢纽、滨江地带绿化
系统和步行系统联系体等。同时，加快菜园坝
旅游码头建设，拓宽菜袁路等道路，以优化过境
交通。

菜园坝地区
将有大变化
重庆站将建成集“吃住行

游购娱”于一体的综合枢纽

九龙坡区重庆南站，成渝线货运列车
正在等待拼接货箱。（图片摄于 2019 年 6 月
3 日）

菜园坝火车站，乘坐重庆至内江6512次列
车的旅客们走在站台上准备登车。（图片摄于
2019年6月10日）

江津区江津站，工作人员步行到岗，指挥列
车。（图片摄于2019年6月11日）

（本组图片除署名外由首席记者谢智强摄）

11月18日，九龙坡区黄桷坪，成渝铁路重庆站至江津段改造工程建设启动现场。 记者 熊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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