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1月6
日，来自市交通局的消息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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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未来
五年，重庆将开建渝万、渝西等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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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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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主通道在重庆交汇。

重庆“米”字型高铁网，由西南向
的渝昆高铁，西向的成渝高铁、成渝高
铁快线，西北向的兰渝高铁，北向的渝
西高铁，东北向的郑渝高铁，东向的渝
汉高铁，东南向的渝湘高铁以及南向
的渝贵高铁组成。

其中：成渝高铁、渝万城际已经建
成，郑万高铁正在建设，渝昆高铁、渝

湘高铁重庆至黔江段已启动建设，渝
万高铁、成渝高铁快线、渝西高铁、渝
汉高铁、渝湘高铁黔江至吉首段、渝贵
高铁前期工作正有序推进。

目前，重庆已形成衔接成渝高铁
及渝万城际、渝贵铁路、渝利铁路、兰
渝铁路、渝怀铁路、遂渝铁路、襄渝铁
路、成渝铁路、川黔铁路等10条铁路
干线的大型铁路枢纽。重庆枢纽主要
客站的重庆北站、重庆西站已建成投
用，重庆东站全面启动建设，重庆站改

造前期工作正在推进。
“米”字型高铁网建成后，将形成

以重庆枢纽为中心，高速铁路通道为
骨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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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时重庆将形成至周边省会城
市坐高铁基本实现1-4小时快速到
达，重庆至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有
望实现8小时的快捷交通圈，这将为
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充足的运力支
撑和服务保障。

提速构建“米”字型高铁网
将实现1-4小时可到周边省会城市，8小时可到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新年伊
始，市民办事更加方便了。日前，
1100台集成“渝快办”政务服务功能
的智慧自助终端，在全市15个区县政
务服务大厅和建行重庆市分行280个
营业网点投放，市民可就近选择建行
网点办理51项政务服务事项。

在建行观音桥支行营业部，市
民老张通过人脸认证等程序，在智

慧终端上查询了个人不动产信息。
“太方便了！以前要跑区里的不动
产登记中心才能开证明，至少要花
半天时间，现在几分钟就搞定了。”
拿着免费打印的证明材料，老张笑
呵呵地说。

前几天才喜得贵子的小王,正使
用智慧终端上的“重名查询”功能，在
他输入了想为小宝贝取的名字后，全

市重名的人数便一目了然。
在智慧终端上，市民既可以办理

政务服务事项，又可以办理开卡开户、
转账等银行非现金业务。目前，智慧
终端已上线政务服务事项51项，其中
办理类17项、查询类34项，均可在全
市范围内通查、通办。这些事项主要
涵盖出入境、医疗卫生、教育培训、不
动产、交通出行、社保服务、公积金和

户政服务等8个方面。
比如，市民可在智慧终端上查

询名下在重庆辖区内的大部分不动
产信息、公积金缴存和支取情况，打
印社保参保证明和ETC通行记录，
预约迁户口等。60岁以上市民如需
进行养老资格认证，也可在智慧终
端上通过人脸识别等方式办理社保
年检。

为了让企业和群众办事“少跑
腿”，我市以“一网通办”为目标，着力
打造“渝快办”政务服务品牌，下一步
还将扩大与各银行间的合作，持续加
大政银合作力度，努力为市场主体添
活力，为群众生活增便利。

1100台“渝快办”智慧自助终端投用
市民在建设银行网点可办理51项政务服务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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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交通先行。围绕城市提升交通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0年重庆交通建设重
点项目如何推进？1月6日，市交通局发布消息，介绍了提速构建“米”字型高铁网、推动多
条高速公路开工竣工、增开铁路公交化列车等工作，努力让交通建设跑出“加速度”。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1月6
日，市交通局通报：2019年重庆高速
路开工里程达到445公里；2020年，
重庆高速公路有5个项目开工，6个项
目将建成通车；到2035年重庆高速公
路总里程将达到6200公里、省际通道
数量由20个增加到45个。

按照重庆城市提升交通建设三年
行动计划，全市高速公路网络以“射线
高速扩能、完善内部通道、打通对外出
口”为重点，聚焦“加密度”，有序推进
高速公路项目建设。

2019年，潼南至荣昌高速路建成通

车；奉节至建始、渝湘复线、渝遂高速扩
能、巫溪至云阳至开州等项目开工，开工
里程达到445公里；在建高速公路项目
包括石柱至黔江等18个高速项目、总里
程1090公里有序推进。与此同时，
2019年，垫江至丰都至武隆高速路约
700公里项目前期工作正加快推进。

根据规划，2020年，重庆计划新
开工铜梁至安岳、渝武扩能、武隆至道
真、江津至泸州北线、合川双槐至钱塘
等5个项目、220公里。同时，2020年
重庆计划建成通车高速公路包括渝长
扩能、永川至泸州、南川至两江新区、

渝广支线、合川至安岳、黔江至石柱等
6个项目、共315公里。

市交通局相关人士介绍，2019年10
月，市政府批复了《重庆市高速公路网规
划（2019-2035年）》，规划到2035年，全
市高速公路总里程将达到6200公里，规
模指标显著改善，面积密度达到7.5公里/
百平方公里，处于西部领先地位。

届时，重庆高速公路对外通道辐
射能力显著提高，省际通道数量由20
个增加到45个，实现与周边有条件区
县、地级市互联互通。内部联通效率
显著增强，主城大都市区与渝东南、渝

东北之间连接通道均达到2条以上，
市域内部相邻区县之间基本实现1小
时到达，主城大都市区邻区之间基本
实现30分钟到达。

我市高速公路射线服务水平显著
提升。主城区都市圈范围内18条射
线通道均达到6车道以上，车道总数
较当前翻一番，路网整体服务水平显
著提升。路网覆盖范围显著扩大，高
速公路对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覆盖
率达到90%，镇覆盖率达到70%，高
速公路对旅游产业发展、乡村振兴及
扶贫攻坚支撑作用显著增强。

6条高速公路有望今年建成通车
另有5个项目开工，到2035年总里程将达到6200公里

本报讯 （记者 夏元）通过完
善信息基础设施及智能化平台，提
供统一运行监测的智能化管理服
务，我市将提高工业园区内企业智
能化水平。重庆日报记者1月6日
从市经信委获悉，2019年，全市48
个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已全面启动智
慧园区建设，共吸引138家智能企业
投资落户。

智慧园区是指在工业园区内发
展信息技术和智慧应用，通过整合
园区内外资源，实现基础设施网络
化、管理精细化、服务功能专业化和
产业发展智能化，以此提高园区产
业聚集能力、可持续创新发展、区域
协同发展及企业竞争力。

“建设智慧园区，已成为推动全
市工业园区转型发展的主要工作。”
市经信委负责人表示，我市工业园
区开发建设自2002年启动以来，已
形成“1+4+7+36”工业园区架构，集
聚了全市80%以上的规模工业经济
总量，成为全市经济发展主要承载
平台和最具活力区域。

在推动工业园区转型智慧园区
进程中，我市首先升级园区信息基

础设施，包括推动园区全光纤高速
宽带网络建设，实现“万兆进园区、
千兆到楼宇、百兆到桌面”，形成园
区公共区域和办公楼宇4G无缝覆
盖和免费WiFi覆盖，并鼓励有条件
园区开展5G网络应用试点。

在智慧园区平台体系建设方
面，将综合运用互联网、物联网等技
术，建成市、园区两级联动的统一管
理平台，连通园区内各部门、各企业
间的应用服务平台，形成集运行监
测、用地管理等功能为一体的智慧
园区管理和服务平台体系。另外，
智慧园区建设还包括推进园区产业
智能化、培育智慧园区试点示范等
内容。

为确保智慧园区建设有执行标
准，去年市经信委发布《重庆市智慧
园区评价标准（暂行）》，明确了智慧
园区建设目标、建设内容并统一认定
评价标准。在智慧园区的认定评价
及等级划分方面，评价指标由基础设
施、园区管理、园区服务、产业智能
化、保障体系、平台接口等6类指标组
成，将对各园区智能情况由低到高评
为一星、二星、三星3个等级。

全市48个园区
实现智慧园区建设全覆盖

本报讯 （记者 彭瑜 实习
生 胡莉雯）1月5日上午，梁平区举
行2020年第一季度重大招商项目集
中签约暨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活动。
据悉，本次集中开工25个项目，计划
总投资98.3亿元，建成达产后可实
现年产值130亿元；集中签约项目
49个，签约总投资额155.46亿元，投
产后预计年产值达120亿元、年税收
5亿元，拟新增就业岗位4000余人。

本次集中开工的25个项目，主
要包括生态工程、集成电路产业、水
利设施等领域重大项目，其中，龙溪
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与可持续发
展综合试点PPP项目，总投资30.7
亿元，是三峡集团在长江上游云贵
川渝四省市第一个全面开工的综合
性生态环保项目，重点打造城镇污
水治理、农村面源污染防治、湿地生
态保护治理三大示范板块，建成后

将有效改善修复龙溪河流域水环
境；平伟实业射频（5G）前端芯片及
模组产业化项目总投资10亿元以
上，主要生产射频（5G）前端芯片及
模组产品，项目投产达效后将实现
年销售收入20亿元；龙象寺水库道
路复建项目总投资10.5亿元，总库
容3263万立方米，是一座以城区供
水为主，兼有农业灌溉、农村供水等
综合利用功能的Ⅲ等中型水利工
程；国家储备林项目总投资15亿元，
由市林投公司在梁平区投资建成国
家储备林基地50万亩，进一步优化
生态环境，提升森林质量，提高林业
综合效益。

本次集中签约的重点项目涵盖
绿色食品、智能智造、通用航空等多
个领域，其中军民融合发展军地两
用通航项目将推动梁平通航产业发
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梁平49个招商项目集中签约
25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 实
习生 吴志杰）2020年，合川区招商
引资迎来“开门红”。1月6日，合川
区招商引资项目2020年首次集中签
约仪式举行，总投资约288亿元的
35个项目落户合川。

据了解，本次集中签约项目总
计35个，既有来自德国、瑞典、加拿
大、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外商直接
投资项目，也有来自北京、上海、广
州等地的内地投资项目。从签约项
目金额看，本次签约亿元以上项目
20个，其中，100亿级项目1个，50

亿级项目1个，30亿级项目1个，10
亿级项目3个。

为了让投资项目更快更好地落
地投产，合川区近年来大力优化营
商环境，解决营商环境突出问题。
目前，该区已建立了优化营商环境
考核评价机制，完善了企业诉求反
映和权益维护机制，严格落实减税
降费政策，切实缓解民营经济和中
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同时
深入实施“三计划一行动”，切实为
企业发展解难题。

“招商引资是加快新旧动能转
换、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生命线，我
们将聚焦合川的发展新定位，不断
优化营商环境，吸引更多优质企业
和项目落户合川。”签约仪式上，
合川区委书记李应兰表示，该区将
进一步坚持聚产业和聚人气“两
聚”同力，实现新发展，展现新作
为。

合川招商引资新年实现“开门红”
集中签约35个项目总投资288亿元

加快打造国家综合性铁路枢纽 11条高速公路今年开竣工

重庆交通建设“加速跑”

本报讯 （记者 夏元）在刚过
去的2019年，全市经信系统通过开
展服务区县、服务园区、服务企业“三
服务”行动，推动工业项目招商引资
实现稳定增长。1月6日，市经信委
发布消息称，去年全市引进工业项目
873个，协议引资5685亿元，同比分
别增长8.9%、12%。其中，10亿元以
上重大项目112个，协议引资4114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8.7%、9.2%。

“从服务区县、园区和企业三方
面入手，我市加快优化营商环境、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市经信委人士
介绍，去年以来，全市经信系统通过
实施联动招商引资、助推项目建设、

化解发展难题、送政策进区县和企业
等“三服务”行动，让企业引得进、留
得住、发展好。

比如，服务万州推进汽车产业链
本地配套体系建设，帮助开州协调天
然气供给，帮助梁平工业园区实施智
慧园区建设及规划布局，协调解决西
永微电园区企业配套大宗气站扩建，
帮扶重庆东玻玻璃、智得热工等企业
解决续贷融资，帮助重庆涪陵化工环
保搬迁项目重新选址，服务巴南重庆
国际生物城进行招商并推动项目投
产达效等。

通过开展“三服务”行动，去年以
来，市经信委累计收集企业反映问题
454个，其中409个已办结，4个重大
问题上报市政府研究解决，对41个暂
时无法办理的问题已做解释沟通。同
时，去年市经信委协同推进多个区县
加快在建项目、投达产项目和智能化
改造项目等建设进度，全年累计联系
服务150个重点项目建设，完成工业
投资347亿元，超额完成年度目标。

“三服务”让企业引得进、留得住、发展好

全市去年引进873个工业项目

▶合安（合川-安岳）高速公路是
成都天府新区和重庆两江新区最便捷
快速的直达通道，预计2020年建成通
车。图为2019年12月23日合安高速
公路王家坡大桥左幅架设顺利完成。

记者 罗斌 摄

▲2019年12月31日，在重庆铁路
枢纽东环线麦场湾双线特大桥桥墩
上，首片预制T梁精确镶嵌，标志着全
线正式进入铺架阶段。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1月6
日，来自市交通局的消息称，2019年，
重庆利用既有铁路开行的公交化列
车，在“五线一区间”共停靠1041站
次，基本实现了周边城镇组团车站最
小发车间隔30分钟以内，大大方便了
沿线群众出行。

“五线一区间”指既有成渝高铁、
渝万城际铁路、渝贵、渝利、遂渝—兰
渝和重庆西站至重庆北站。

市交通局人士介绍，按《重庆市利
用铁路开行公交化列车规划（2019-
2030年）》，我市将采用“一线一策”的
方式，分三期推进实施，最终形成“一

环三纵三横九射”铁路公交网，公交化
运营里程达到1600公里，真正实现公
交化运营，最小发车间隔10分钟以
内。

同时，我市正加快市域铁路建
设。2019年11月，作为市域公交化
铁路、“三铁”融合发展的重要组成部

分——成渝铁路重庆站至江津段改造
项目启动建设。项目位于重庆枢纽
内，起于重庆站，止于江津站，延既有
成渝铁路线增建二线，经重庆站、大渡
口站、九龙坡至江津，全线设站13座，
线路长约61公里，设计速度时速80
公里。

铁路公交化列车分三期有序推进
最小发车间隔将由目前的30分钟缩至10分钟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