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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经国务院批准同意，《国家
公路网规划》（以下简称 《规划》） 已
正式对外公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出台了
《国家干线公路网（试行方案）》《国道
主干线系统规划》《国家高速公路网规
划》《国家公路网规划 （2013 年—2030
年）》等4个国家级干线公路规划。

其中，2013年发布的《国家公路网
规划（2013年—2030年）》提出，国家
公路网规划总规模约 40.1 万公里。《规
划》对此进行了修编调整，提出了国家
公路网到2035年的布局方案，总规模约
46.1万公里。

从40.1万公里到46.1万公里，新增
公路通向何处？有何考量？

新增哪些公路？

根据行政等级划分，我国公路分为
国家公路、省级公路和农村公路。经过
各方努力，截至2021年底，国家高速公
路建成12.4万公里，普通国道通车里程
达到25.8万公里。

与 2013 年版的规划相比，《规划》
总规模增加了约6万公里。其中，国家
高速公路净增里程约2.6万公里，7条首
都放射线、11条北南纵线、18条东西横
线的主骨架没有变，主要是增设了12条
都市圈环线、11 条并行线和 58 条联络
线，调整了6条既有规划路线走向；普
通国道净增里程约 3.4 万公里，主要增
设101条联络线，调整了41条既有规划

路线走向。
“新增国家公路一半以上都布设在

西部地区，主要是用于改善出疆入藏交
通运输条件、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能
力、强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枢纽功
能、增强沿边抵边等重点区域路网韧
性、提高优质产业资源联通效率等。”
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王松波举
例说，增设的四川白玉至西藏波密普通
国道，在国道G317和G318之间又开辟
了一条新的入藏通道。在西部陆海新通
道中增设了四川屏山至贵州兴义、贵州
贵阳至广西北海等国家高速公路。

为何新增？

“目前我国仍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

期，将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促进大
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联动、特色化发
展，人口经济和资源要素总体呈现出向
城市群、都市圈集聚的趋势。”王松波
分析说。

对此，《规划》 从强化城市群核心
城市间交通联系、支撑城市群交通一体
化发展、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等
方面，对国家公路网进行补强。比如，
增设了12条服务特大、超大城市的都市
圈环线，包括哈尔滨都市圈环线、郑州
都市圈环线、成都都市圈环线等。

同时，《规划》 进一步强化了国家
公路对中小城市和县城的连接覆盖，增
强了地市之间的便捷联系。比如，新增
了福建泉州至广东梅州、江西抚州至江

西吉安等路线，将国家高速公路覆盖范
围拓展到了所有城区人口10万以上的市
县。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
实施，我国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
济的开放格局正在加快形成。为强化与
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规划》 进一步
优化了国家公路网与亚洲公路网和国际
经济合作走廊的衔接，加强了对边境口
岸及县市的连接。比如，对内蒙古甘其
毛都、内蒙古策克等重要口岸新增了国
家高速公路的连通。

王松波介绍，为支撑构建国家安全
战略屏障、构筑强大稳固的现代边海防
体系，《规划》 还着重构筑了以国家高
速公路为主体、串联沿边沿海地区地级

行政中心等重要节点的临边快速通道，
进一步完善了沿边国道和抵边公路路线
布设。

还有的新增路线是为了增强与其他
交通方式衔接与产业融合发展。《规
划》重点新增了一批普通国道路线，加
强了对重要景区和交通枢纽的连接。比
如，通过新增内蒙古呼伦贝尔至内蒙古
罕达盖、广西钦州至广西崇左等路线，
实现了普通国道对25条国家旅游风景道
的全覆盖。

王松波表示，《规划》 的布局总体
思路是“用足存量，做优增量”，对于
新增路线更加注重精准和有效供给。

（作者：杜鑫）

新增国家公路6万公里，背后有何考量？

本报讯 日前，交通运输部、国家
发改委、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沿
海和内河港口航道规划建设进一步规范
和强化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旨在充分发挥水运比较优
势，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服务构建新发
展格局、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与资源安
全，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通知》从政策导向上对水运项目建
设有积极引导和保障作用，水运建设需
求将进一步得到释放，对优化提升全国
水运设施网络、强化港口航道基础设施
支撑保障，推动重大项目应开尽开、能
开尽开，加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切实扩
大有效投资等意义重大。

《通知》从5个方面提出政策导向和
明确要求。一是进一步规范和加快推进
港口规划编制和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二
是规范确定涉及围填海的国家重大水运
项目。三是积极稳妥处理港口围填海历
史遗留问题。四是进一步加强内河高等
级航道建设资源要素保障。五是扎实做
好重大水运项目前期工作。

《通知》要求，各级交通运输部门要
坚守生态环境底线思维，加强资源集约
节约利用，全面提升沿海和内河港口航
道高质量发展水平。各级发展改革、自
然资源、生态环境和林草部门要支持港
口规划编制、国家重大水运项目认定和
环境影响评价等工作，并做好用地、用
海等资源要素保障。 （宗禾）

国家五部门印发通知为水运行业扩大有效投资“保驾护航”

加强港口航道规划建设规范强化资源要素保障

本报讯 为保障云南省能源安全稳
定供应，打造绿色能源强省，推动绿色
能源与绿色先进制造深度融合，云南省
能源局近日印发《云南省2022年新能源
建设方案》，提出今年该省将加快推动开
工 新 能 源 项 目 355 个 ， 总 装 机 规 模
3200.54万千瓦，确保年度开发新能源规
模 1500 万千瓦以上，力争达 2000 万千
瓦。

按照能开全开、能快尽快，集中开
发、多能互补等原则，今年，该省加快
推动开工光伏项目350个，装机3165.04
万千瓦；风电项目 5 个，装机 35.5 万千

瓦。项目分布于除迪庆外的 15 个州
（市），其中，楚雄、曲靖、大理涉及项
目均超过30个。截至6月底，该省新能
源 累 计 开 工 项 目 达 到 162 个 ， 装 机
2079.4万千瓦。

《方案》 明确，光伏项目今年 10 月
前全面开工建设，明年6月前10万千瓦
以上项目应具备投产条件，全容量并网
时间不超过2023年12月底。项目实行动
态管理，坚持市场化配置资源，电网企
业要加快项目配套接网工程建设，与项
目建设做好充分衔接，实现同步并网、
就近接入、就地消纳。 （段晓瑞）

云南今年计划开工355个新能源项目

近日，由中国安能二局常州分公司承建的江苏连云港高新区医疗器械（应急
装备）产业园项目1号研发楼封顶。

连云港高新区医疗器械（应急装备）产业园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经济技
术开发区,项目建筑面积约11.6万平方米，共建设厂房12栋。其中一期建筑面积
约3.5万平方米，二期建筑面积约8.1万平方米。

通讯员 徐迎华 曹灿雨 刘超 摄影报道

8月4日，中国铁建电气化局第3分公司京唐城际铁路项目部员工在项目大
厂动车所四线库检查调整接触网线。

京唐城际铁路正线全长148.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开工以来，建设者
坚持疫情防控和施工生产两手抓，确保所有节点工程如期完工。目前正在为全
线送电和联调试验做准备。 通讯员 郑传海 焦红旗 摄影报道

8月4日，由中铁十二局承建的贵南高铁大方山隧道顺利贯通。
大方山隧道位于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境内，全长9647米，所处区域为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山区，是贵南高铁广

西段溶洞遇见率最高的隧道。
贵南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内蒙古包头至海南海口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时速350公里。

曹祎铭 摄影报道

本报讯 从近日召开的河北省住建
系统 2022 年上半年民生工程推进情况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以来，河北省
住建厅大力推进棚户区改造、城镇老旧
小区改造、城中村改造安置房建设、城
市公共停车设施建设、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城市改造提升 6 项民生工程建
设。上半年，各项民生工程按计划有力
有序推进，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围绕任务目标，推进各项民生工程

河北省住建厅围绕住建领域6项民
生工程任务目标，统筹谋划、持续用
力、一体推进，全力以赴促进度、保质
量。

该省计划开工棚改安置房 11.7 万
套、建成 10.5 万套，已开工 9.46 万套、
建成 9.44 万套，分别完成年度任务的
81%、90%。计划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3698个，已全部开工。计划完成148个
城中村改造安置房项目建设，已竣工
105 个，交付 95 个，完成年度任务的

64%。
该省计划新增城市公共停车位 20

万个以上，已建成17.6万个，完成年度
任务的88%。计划建成17座生活垃圾焚
烧处理设施，已全部开工，完成总工程
量的67%。计划新建口袋公园1000个，
已建成774个，完成年度任务的77%。
推动三项改造，改善群众居住环境

今年以来，该省通过实施棚户区改
造、城中村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促进群众住房条件不断改善、居住环境
更加舒适。

棚户区改造方面，实行目标责任制
管理，压紧压实地方主体责任。开展该
省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融资政银企对接
活动，向金融机构集中推介棚改项目
199个、融资需求1082亿元。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方面，该省老旧
小区改造开工率上半年达 100%。制定

《河北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计划项目生
成流程示意图》，逐环节细化、规范项

目生成流程。
城中村改造安置房建设方面，统筹

工程项目质量安全和建设进度，同步推
进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承载能力，打造宜居城市环境

今年以来，该省大力推进城市公共
停车设施建设、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城市改造提升工程，打造承载力强、环
境优美的现代化城市。

城市公共停车设施建设方面，在城
市中心区的各类公共服务中心和大型公
建设施附近，统筹安排公共停车设施建
设项目。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方面，紧盯年
底该省实现城乡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全覆
盖目标，逐个项目逐天制定建设计划，
实行“一周一调度”，委托专业机构开
展“一对一”精准指导。

城市改造提升方面，深入实施城市
（县城） 净化、绿化、亮化、美化工
程，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宋平）

河北住建系统民生工程实现“双过半”

本报讯 （通讯员 刘波） 8 月 4
日，内蒙古自治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
标准化观摩会在中建八局呼和浩特新
机场航站区第一标段、第二标段项目
召开。内蒙古自治区各盟市建设工程
质量安全技术服务中心及执法支队工
作人员等200 余人参加。

此 次 观 摩 活 动 主 要 包 含 工 地 实
景、智慧展厅、BIM 技术应用、大跨
度钢结构安装工程做法展示、安全视
听管理、盘扣架体技术综合应用、施
工现场塔司起重机管理、机电库房 5S
管理标准等。通过现场解说、展板说
明、智慧体验等方式，全面展示了项
目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施工工艺、平
面布置、智慧工地、绿色建造等管
理。

该项目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

市 和 林 格 尔 县 ，
包含航站楼、停
车楼、交通换乘
中心、轨道交通
预留段、管廊地
道 、 楼 前 桥 梁 、
地面停车场等工
程。建设呼和浩
特新机场，对加
强内蒙古自治区
航空网建设，促
进自治区和呼市
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出行需求，具有重
要意义。

据悉，项目航站楼主体混凝土结
构已全部施工完成，钢结构屋盖网
架、桁架陆续提升，二次结构、机电

安装、幕墙施工有序穿插施工。停车
楼、交通换乘中心已全面进入主体施
工阶段，高架桥正在进行下部结构施
工，管廊地道和轨道交通预留段土方
开挖全面展开。

内蒙古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标准化观摩会召开 本报讯 （通讯员 康庄 舒刘洪）
近期，江西省连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
户外温度持续居高不下。为保障各重点
项目的有序进展，江西建工第一建筑有
限责任公司的工人们坚守岗位一线，用
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

为保障高温期间工人身体健康，江
西建工一建合理调整工人作息时间，高
温阶段停止室外露天和高处作业。定期
开展送清凉慰问活动，为工人送去防暑
降温物品，通过搭凉棚、分区多点设置
饮水处。

又讯（通讯员 吴华敏） 正值盛
夏酷暑时节，由江西建工三建承建的江
西省上饶市弋阳县谢叠山中学 （含特殊
教育学校） 建设项目劳动者，不畏高
温，迎战烈日，挥洒汗水，奋战在一线。

为确保一线作业人员安全健康，弋
阳县谢叠山中学 （含特殊教育学校） 建
设项目部积极采取措施，错时施工，避
开高温时段，确保完成生产任务目标。

江西建工人坚守岗位不畏高温

本 报 讯 ( 通 讯 员
章华平)由上海建工集
团总承包、建工集团总
承包部组织实施中的
申城又一大型综合体
项目——徐家汇中心
（虹桥路地块）工程建
设，其中的 T1 塔楼近
日顺利通过综合竣工
验收。这标志着徐家
汇中心（虹桥路地块）
的第一个单体建筑正
式落成。

徐家汇中心（虹桥
路地块）处于徐家汇商
圈的核心地带，总建筑
面积约 77 万平方米，
包括高 220 米的 T1 塔
楼和高 370 米的 T2 塔
楼2栋超高层办公楼，
以及 1 座高层酒店、7
层商业裙房和 6 层地
下室。由于该项目建
筑体量大，因此结合项
目实际建设进度，上海
建工集团工程总承包
项目团队在组织实施
中采用分批验收的方
式，对具备条件的 T1
塔楼先行验收，为业主
后续的招商投用提供
保障。

T1塔楼于2019年
动工，于 2021 年完成
结构封顶，建筑高 220
米，地上为43层，建筑
面积 11 万平方米，单
层 面 积 约 3000 平 方
米。

据介绍，建设中的
另 1 幢高 370 米的 T2
塔楼，建筑面积 24 万
平方米，单层面积约 3700 平方米。目前
混凝土楼板巳建设至40层、钢框架巳搭
设至42层、核心筒巳爬升至52层，计划于
明年上半年结构封顶，2024 年下半年落
成。此外，计划于 2024 年上半年基本建
成的酒店项目总高80米，地上15层，建筑
面积3万平方米。项目还将配置分布于2
至 6 层的裙房商业设施、地下商业及车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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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通讯：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

伴随着网络强国、宽带中国、“互联
网+”行动，这十年，我国信息通信业实现
迭代跨越，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
的网络基础设施。其中，光纤网络接入带
宽实现从十兆到百兆再到千兆的指数级
增长，移动网络实现从“3G 突破”到

“4G同步”再到“5G引领”的跨越。
2012年全国移动电话基站数刚刚突

破200万个，到2021年末，这一数字达
到了 996 万个。目前，我国已历史性实
现全国行政村“村村通宽带”，宽带网络
平均下载速率提高近 40 倍，4G 基站规
模占全球总量的一半以上，建成5G基站
达到161.5万个。遍及全国的信息基础设
施为建设数字社会、数字政府提供了有

力支撑。
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生产力，

算力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设
施。今年以来，全国10个国家数据中心
集群中，新开工项目25个，带动各方面
投资超过1900亿元。

今年2月，“东数西算”工程正式全
面启动，通过将东部发达地区的数据，
传输到西部算力资源丰富的地区进行运

算、存储，既缓解了东部能源紧张的问
题，也给西部开辟出一条发展新路。

目前，从中央到地方，包括 5G 基
站、工业互联网、数据中心在内的新基
建项目仍在扎实推进中。未来，我国还
将全面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扩大5G
网络覆盖深度，加快5G等新兴技术规模
化应用，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民生持
续改善。 (徐宁)

这十年，我国快速向基建强国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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