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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许多城市在快速发展
的同时，也不同程度遭遇交通拥堵
等问题，重庆也不例外。如何破
局？我市科学谋划，精准施策——

2019年2月，市政府常务会议
审议通过《城市轨道交通成网计划
实施方案》。

2020年5月，重庆主城都市区
工作座谈会要求，大力推进主城都
市区内部各区互联互通，打造“一日
生活圈”“一小时通勤圈”。

今年2月，《重庆市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
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建设轨
道上的双城经济圈，科学规划干线
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和城
市轨道交通，完善多层次轨道交通
体系。

今年5月公示的《重庆市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提

出，建设现代化的主城都市区，规划
多层次轨道交通网络体系，建设“轨
道上的主城都市区”。

……
为何要以轨道交通引领城市发

展格局？
不少专家在接受重庆日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当前，区域发展进
入一体化时代，以中心城市带动城
市群发展，进而以城市群带动中国
区域协调发展，已上升为国家重大
战略。在此背景下，激烈的竞争不
在域内城市之间，而是城市群或都
市圈之间——围绕人才、资金、产
业链、供应链等发展要素展开角
逐。

“如果说都市圈的发展核心是
要素的流动与优化分配，轨道交通
建设就是拉动要素流动的必要条
件。”市住房城乡建委负责人介绍，

放眼全球，“建轨道就是建城市”成
为各方共识。

比如，日本东京都市圈有个“二
八定律”，即占总里程20%的轨道交
通，承载了80%的交通需求。随着
人口不断涌入，安全、绿色、高效、便
捷的轨道交通成为东京、巴黎等知
名城市缓解“大城市病”、改变发展
格局的共同选择。

重庆建设“轨道上的都市区”，
意义并不局限于城市之间交通的互
通、要素的流动。市住房城乡建委
负责人表示，“轨道上的都市区”建
设带来的“虹吸效应”，为主城都市
区建成全市产业升级引领区、科技
创新策源地、改革开放试验田、高品
质生活宜居区提供必要的交通保
障，对推动“一区两群”协调发展和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具有十分
重大的战略意义。

为何以轨道交通引领城市发展格局？
轨道交通建设是拉动要素流动的必要条件，“建轨道就是建城市”成为各方共识

□本报记者 廖雪梅 杨永芹

日前召开的重庆主城都市区工作座谈
会提出，要加快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
升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水平，打造“轨道上
的都市区”，统筹各类基础设施建设。

在“一区两群”协调发展中，如何促进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打造主城都市区“1小
时通勤圈”？10月13日，重庆日报记者采
访了市交通局、市住房城乡建委等部门。

修桥梁隧道
推进中心城区“6桥6隧”和快速

通道建设

市住房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为
进一步打通过江通道和穿山瓶颈，促进主
城都市区之间互联互通，中心城区正加快
完善“8横7纵1环多联络”快速路网络化
水平，积极推进白居寺长江大桥、郭家沱大
桥、李家沱复线桥、马鞍石复线桥、黄桷坪
长江大桥等6座跨江大桥以及龙兴隧道、
新燕尾山隧道、金凤隧道、陶家隧道、科学
城隧道等6座特长穿山隧道建设。

今年，市住房城乡建委将全速推进渝黔
高速复线连接道（内环至绕城高速段）以及两
江新区—长寿区快速通道建设，提速推动两
江新区—涪陵区、中心城区—永川—荣昌、中
心城区—綦江—万盛等快速通道前期研究。

建城市轨交
“十四五”时期立足“850+”、谋划

“1000+”公里

城市轨道交通是现代城市交通的发展

方向。截至目前，主城都市区城市轨道交
通运营里程达370公里，在建线路共13条、
263公里，在建规模为历史之最。“十四五”
时期，我市城市轨道交通发展将立足

“850+”、谋划“1000+”公里。
市住房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我

市将做好城市轨道交通第四期项目剩余的
6号线东延、7号线一期、17号线一期、15
号线二期及27号线开工建设的各项准备
工作，力争近两年全部开工建设。

到2035年，全面建成“轨道上的都市
区”，实现主城都市区“1日生活圈”“1小时
通勤圈”，形成主城都市区“一张网、多模
式、全覆盖”的轨道交通体系。

促互联互通
5个方面发力进一步提升交通互

联互通水平

交通运输是战略性、基础性、先导
性、服务性行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
略支撑，也是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重要途
径。

市交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重
庆将以《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综
合交通运输“十四五”规划》为引领，全力
打造“1小时通勤圈”和“快速货运圈”，
重点在推动主城都市区与市外境外互联
互通、推动主城都市区内部各区互联互
通、推动主城都市区与“两群”间互联互
通、积极推动主城都市区内枢纽间一体
衔接和积极推动运输服务均等共享5个
方面发力，进一步提升交通互联互通水
平。

推动主城都市区互联互通

全力打造“1小时通勤圈”

□本报记者 廖雪梅

10月12日召开的全市交通强市建设工作推进会要求，提速构建“米”字型高铁网、城市轨道
交通网、城际铁路网、市域铁路网，完善多层次轨道交通网络体系，加快推进干线铁路、城际铁路、
市域（郊）铁路（城轨快线）、城市轨道“四网融合”，着力打造“轨道上的都市区”。

重庆，正通过建设“轨道上的都市区”引领城市发展格局。

建设“轨道上的都市区”
引领城市发展格局

对于“轨道上的都市区”建设带
来的福利，许多市民充满期待。

家住江津区几江街道的市民
董婷喜欢逛观音桥商圈，但是每逢
周末和节假日到中心城区购物时
经常遭遇的“人在囧途”让她感觉

“脑壳痛”。“有时不到一个小时的
车程，硬是被堵成两个多小时。”她
感叹。

明年，随着市郊铁路（轨道交通
延长线）跳磴至江津线（简称江跳
线）建成通车，董婷的烦恼将不复存
在。作为江津区连接中心城区的一
条便捷、快速市郊铁路，江跳线开通
运营后，江津区市民30分钟便可抵
达中心城区。

今年国庆期间，在中心城区读
大学的铜梁市民王韩宇回家时，看
见璧铜线铜梁站施工现场车辆穿梭
的场景，激动之情溢于言表，“璧铜
线开通运营后，铜梁到璧山不到半
小时，到时可以约中心城区的朋友
一起吃火锅了。”

让人高兴的不仅是江跳线、璧
铜线，在“四网融合”背景下，“轨道
上的都市区”建设不仅给市民带来
交通出行的“加速度”，也将大幅提
升他们的获得感。

建设“轨道上的都市区”，重庆
已拥有基础骨架。目前，主城都市
区建成铁路干线覆盖主城新区12
个城市中的11个（铜梁暂未开通铁
路），加上在建的渝昆、渝湘、渝万高
铁及成渝中线高铁等，将实现主城
都市区城市铁路全覆盖；已建成城
市轨道交通运营线路 8条 370公
里，在建线路13条263公里，中心
城区“环+放射型”运营网络已基本
形成，通达中心城区各大城市组团，
覆盖机场、高铁站、综合枢纽、各大
商圈等重要功能节点，1号线“尖璧
段”通车实现主城新区轨道交通零
的突破。

更多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项目将
陆续开工或投用——明年春节前
后，9号线一期32公里线路将建成

通车；2022年，力争9号线
二期、江跳线、4号线二期
共68公里线路建成通车。
届时，我市城市轨道交通运
营里程将达到470公里。

此外，我市还将开工
建设27号线、17号线一期
和7号线一期工程，实现
第四期轨道交通建设项目
全部开工建设，进一步支
撑城市空间向外拓展。

不仅如此，“轨道上
的双城经济圈”建设，也
将成为重庆打造“轨道上
的都市区”的一个重头
戏。重庆将预留相关城
轨快线延伸至泸州、广
安、遂宁等周边毗邻城市
条件，并支撑遂潼川渝毗
邻地区一体化发展先行
区等建设，助推川渝中部
崛起，推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高质量发展。

近期我市城市轨道交通发展速度怎样？
力争9号线二期、江跳线、4号线二期明年通车，将开工27号线等项目

“轨道上的都市区”建设体量有
多大？将给城市发展和市民生活带
来怎样的变化？

据了解，“轨道上的都市区”建
设范围包括中心城区9个区和主城
新区12个区（涪陵、长寿、江津、合
川、永川、南川、綦江、大足、璧山、铜
梁、潼南、荣昌），包含了中部历史母
城、东部生态之城、西部科学之城、
南部人文之城、北部智慧之城，是重
庆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金融中
心，面积2.87万平方公里，覆盖人口
2027 万人、经济总量 1.8 万亿元
（2020年），构成重庆作为国家中心
城市的核心载体。

市住房城乡建委负责人介绍，未
来我市将强化轨道交通对西部科学
城、东部生态城等中心城区重点功能
区域及主城新区重点城市的服务保
障，以“轨道上的都市区”建设推动璧
山、江津、长寿、南川率先与中心城区
同城化发展，形成主城都市区发展的
重要支撑和中心城区功能向外扩散
的重要传接点；有力提升涪陵、永川、
合川、綦江—万盛城市综合承载力和

辐射带动力，形成主城都市区发展的
重要支撑和中心城区功能向东西南
北四个方向传递的战略支点；有力推
进荣昌、铜梁、大足、潼南立足自身优
势加快特色发展，发挥连接城乡、联
动周边的桥头堡作用。

不仅如此，“轨道上的都市区”
建设还将拓展市民活动半径，让每
个市民从中受益。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主城都
市区轨道交通运营及在建轨道交通
规模达到2800公里。到2035年，主
城都市区轨道交通总里程将达到约
6059公里，通过“四网融合”，实现主
城都市区一小时轨道全覆盖。

据测算，“轨道上的都市区”建
成后，中心城区以高频次大运量城
市轨道交通为主，实现轨道站点20
分钟步行范围内居住人口及就业岗
位覆盖率达到80%，轨道交通占公
共交通比例不低于65%。

四个同城化先行区以市域（郊）
铁路、城市轨道为主，实现人的便捷
通勤，与中心城区重要枢纽、节点及
周边城市30分钟通达，率先融入中

心城区。
四个支点城市以高速铁路、市

域（郊）铁路、干线货运等为主，串联
城市和各类园区促进货物要素高效
低成本绿色流通。实现与中心城区
重要枢纽及节点45分钟通达，与周
边城市30分钟互联互通，物流30分
钟覆盖周边各类园区。

四个桥头堡城市以高速铁路、
市域（郊）铁路为主，畅通与中心城
区、周边支点城市以及桥头堡城市
之间联系。实现与中心城区重要枢
纽及节点1小时通达，与周边城市
30分钟互联互通，促进抱团发展，带
动毗邻地区发展。

对市民而言，中心城区至主城
新区的交通出行，将由公路为主转
移至轨道交通出行为主，主城都
市区出行轨道平均在途时间不超
过40分钟。此外，通过TOD（一
种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发展模
式）开发形成围绕轨道站点的

“一日生活圈”，使轨道交通
成为市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组
成部分。

“轨道上的都市区”建设体量有多大？
包括中心城区和主城新区，2035年轨道交通总里程将达到约6059公里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记者10月14
日从市住房城乡建委了解到，我市已出台
《中心城区轨道站步行便捷性提升实施方
案》，计划3年内，对中心城区60个轨道站步
行便捷性进行提升，打造10分钟便民出行
圈。截至上月底，已开工24个提升项目。

据了解，提升项目以已开通运营的轨道
站点为中心，辐射各轨道站周边居住、商业、
医院、学校等各区域，重点优化站点周边的

步行条件。项目建成后，预计轨道站800米
范围内，步行 10 分钟服务面积占比由
63.9％提升至68.2％；步行10分钟的服务人
口达376.1万，从站点周边前往轨道站的步
行时间将有效缩短；参照轨道站周边人口现
有出行方式，预计受益人口可节约时间约
2.4万小时/日。目前，位于沙坪坝区的磁器
口站、沙坪坝站以及石井坡站改造提升后已
投用，周边市民出行更加方便。

重庆打造10分钟便民出行圈
3年内提升60个轨道站点的步行便捷性

“轨道上的都市区”特别报道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