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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印发

加快构建 7 条交通走廊
包括沪昆、成渝昆、广昆
发展目标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综合
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明确到 2035 年，除部
分边远地区外，基本实现全国县级行政中心 15
分钟上国道、30 分钟上高速公路、60 分钟上铁
路。纲要具体提出了哪些发展目标？明确了
哪些重点任务？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 24 日
接受了新华社记者专访。
“纲要是指导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交
通运输加快建设人民满意、保障有力、世界前
列的交通强国，服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行动指南。
”
这位负责人说。
据介绍，
纲要提出了建设现代化高质量国家
综合立体交通网的发展目标。具体来看，
到2035
年，
基本建成便捷顺畅、
经济高效、
绿色集约、
智能
先进、
安全可靠的现代化高质量国家综合立体交
通网，
实现国际国内互联互通、
全国主要城市立体
畅达、
县级节点有效覆盖，
有力支撑
“全国 123 出
行交通圈”
和
“全球 123 快货物流圈”
。
其中，享受快速交通服务的人口比重大幅
提升，除部分边远地区外，市地级行政中心 45
分钟上高速铁路、60 分钟到机场。基本实现地
级市之间当天可达。中心城区至综合客运枢
纽半小时到达，中心城区综合客运枢纽之间公
共交通转换时间不超过 1 小时。
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现代化高质量国
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拥有世界一流的交通基础
设施体系，交通运输供需有效平衡、服务优质
均等、安全有力保障。新技术广泛应用，实现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出行安全便
捷舒适，物流高效经济可靠，实现“人享其行、
物优其流”。
这位负责人介绍，纲要部署了优化国家综
合立体交通布局、推进综合交通统筹融合发
展、推进综合交通高质量发展等三方面 12 项重
点任务。其中，在优化国家综合立体交通布局
方面，
纲要提出了 4 项任务：
一是构建完善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构建以铁路为主干，以公路为基础，水运、民航
比较优势充分发挥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到 2035 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实体线网总
规模将达到 70 万公里左右。
二是加快建设“6 轴、7 廊、8 通道”国家综
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将重点区域按照交通
运输需求量级划分为“极、组群、组团”3 类，其
中，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 4 个地区作为极。在 4 极之间，布
局 6 条综合性、多通道、立体化、大容量、快速化
的交通主轴；在极与组群、组群与组群之间，布
局 7 条多方式、多通道、便捷化的交通走廊；在
极或组群与组团之间、组团与组团之间，布局 8
条交通通道。
三是建设多层级一体化国家综合交通枢
纽系统。建设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4 大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
集群，20 个左右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以及
80 个左右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推进一批
国际性枢纽港站、全国性枢纽港站建设。
四是完善面向全球的运输网络。重点打
造新亚欧大陆桥等 7 条陆路国际运输通道，完
善跨北冰洋的冰上丝绸之路等 4 条海上国际运
输通道。依托国际航空枢纽，构建四通八达、
覆盖全球的空中客货运输网络。
这位负责人表示，全面构建现代化高质量
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将
扎实推进纲要各项任务落地，奋力加快建设交
通强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
有力支撑。
新华社记者 魏玉坤

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实体线网总规模合

计

70 万 公里左右（不含国际陆路通道境

外段、
空中及海上航路、
邮路里程）。
铁路 20

到

2035
年

万公里左右
公路 46 万公里左右
高等级航道 2.5 万公里左右
沿海主要港口 27 个
内河主要港口 36 个
民用运输机场 400 个左右
邮政快递枢纽 80 个左右

交通网主骨架
“6 轴”

“7 廊”

加快构建 6 条主轴。加强京津冀、
长三角、
粤港
澳大湾区、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4 极之间联系，建设
综合性、多通道、立体化、大容量、快速化的交通主
轴。拓展 4 极辐射空间和交通资源配置能力，打造
我国综合立体交通协同发展和国内国际交通衔接
转换的关键平台，充分发挥促进全国区域发展南北
互动、
东西交融的重要作用。
加快构建 7 条走廊。强化京津冀、
长三角、
粤港
澳大湾区、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4 极的辐射作用，加
强极与组群和组团之间联系，建设京哈、京藏、大陆
桥、西部陆海、沪昆、成渝昆、广昆等多方式、多通
道、便捷化的交通走廊，优化完善多中心、网络化的
主骨架结构。

“8 通道” 接协调，加强组群与组团之间、组团与组团之间联
加快构建 8 条通道。强化主轴与走廊之间的衔

系，加强资源产业集聚地、重要口岸的连接覆盖，建
设绥满、京延、沿边、福银、二湛、川藏、湘桂、厦蓉等
交通通道，促进内外连通、通边达海，扩大中西部和
东北地区交通网络覆盖。

聚焦云南
3 条交通走廊
连通省内外
沪昆走廊
路径 1：上海经杭州、上饶、南
昌、
长沙、
怀化、
贵阳、
昆明至瑞丽。
路径 2：上海经杭州、景德镇、
南昌、
长沙、
吉首、
遵义至昆明。

成渝昆走廊
路径 1：成都经攀枝花、昆明至
磨憨/河口。
路径 2：
重庆经昭通至昆明。

广昆走廊
路径 1：深圳经广州、梧州、南
宁、
兴义、
昆明至瑞丽。
路径 2：深圳经湛江、南宁、文
山至昆明。

加快建设昆明等
国际性综合
交通枢纽城市
建设综合交通枢纽
集 群、枢 纽 城 市 及 枢 纽
港站“三位一体”的国家
综合交通枢纽系统。建
设 面 向 世 界 的 京 津 冀、
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4
大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
集 群 。 加 快 建 设 北 京、
天津、上海、昆明等 20 个
左右国际性综合交通枢
纽城市以及 80 个左右全
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
市。推进一批国际性枢
纽 港 站、全 国 性 枢 纽 港
站建设。

更多亮点
基本实现城市群内部
2 小时交通圈
推进城市群内部交通运输一体
化发展。构建便捷高效的城际交通
网，加快城市群轨道交通网络化，完
善城市群快速公路网络，加强城市
交界地区道路和轨道顺畅连通，基
本实现城市群内部 2 小时交通圈。
加强城市群内部重要港口、站场、机
场的路网连通性，促进城市群内港
口群、机场群统筹资源利用、信息共
享、分工协作、互利共赢，提高城市
群交通枢纽体系整体效率和国际竞
争力。统筹城际网络、运力与运输
组织，提高运输服务效率。研究布
局综合性通用机场，疏解繁忙机场
的通用航空活动，发展城市直升机
运输服务，构建城市群内部快速空
中交通网络。建立健全城市群内交
通运输协同发展体制机制，推动相
关政策、法规、标准等一体化。

打造 1 小时
“门到门”通勤圈
推进都市圈交通运输一体化发
展。建设中心城区连接卫星城、新
城的大容量、快速化轨道交通网络，
推进公交化运营，加强道路交通衔
接，打造 1 小时“门到门”通勤圈。
推动城市道路网结构优化，形成级
配合理、接入顺畅的路网系统。有
序发展共享交通，加强城市步行和
自行车等慢行交通系统建设，合理
配置停车设施，开展人行道净化行
动，因地制宜建设自行车专用道，鼓
励公众绿色出行。深入实施公交优
先发展战略，构建以城市轨道交通
为骨干、常规公交为主体的城市公
共交通系统，推进以公共交通为导
向的城市土地开发模式，提高城市
绿色交通分担率。超大城市充分利
用轨道交通地下空间和建筑，优化
客流疏散。

提档升级
乡村交通基础设施
推进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发
展。统筹规划地方高速公路网，加
强与国道、农村公路以及其他运输
方式的衔接协调，构建功能明确、布
局合理、规模适当的省道网。加快
推动乡村交通基础设施提档升级，
全面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实现
城乡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规划、建
设、管护。畅通城乡交通运输连接，
推进县乡村（户）道路连通、城乡客
运一体化，解决好群众出行
“最后一
公里”问题。提高城乡交通运输公
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巩固拓展交通
运输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