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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动态 

、 

 

 《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一体化规划》发布 

12 月 8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交通运输部联合召开媒体通气会，发布《京津

冀协同发展交通一体化规划》（简称《规划》）。《规划》提出，扎实推进京津冀地

区交通的网络化布局、智能化管理和一体化服务，到 2020 年基本形成多节点、网

格状的区域交通网络。 

构建‚四纵四横一环‛主骨架 

京津冀地区将以现有通道格局为基础，着眼于打造区域城镇发展主轴，促进

城市间互联互通，推进‚单中心放射状‛通道格局向‚四纵四横一环‛网络化格

局转变。 

‚四纵‛即沿海通道、京沪通道、京九通道、京承—京广通道，‚四横‛即秦

承张通道、京秦—京张通道、津保通道和石沧通道，‚一环‛即首都地区环线通道。 

根据《规划》，到 2020 年，多节点、网格状的区域交通网络基本形成，城际

铁路主骨架基本建成，公路网络完善通畅，港口群机场群整体服务、交通智能化、

运营管理力争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基本建成安全可靠、便捷高效、经济适用、绿

色环保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形成京津石中心城区与新城、卫星城之间的‚1 小

时通勤圈‛，京津保唐‚1 小时交通圈‛，相邻城市间基本实现 1.5 小时通达。到

2030 年形成‚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一体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基础产业司副司长任虹介绍了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发展

的重要意义。一是构建一体化交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支撑，二是提升运输服

务为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提供保障，三是推进改革创新为全国交通发展提供示范，

四是发展绿色交通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助力。 

八项任务打造交通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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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巡视员于胜英介绍，京津冀地区将以‚四纵四横一环‛

综合运输大通道为主骨架，重点完成八项任务。 

一是建设高效密集轨道交通网。强化干线铁路与城际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的

高效衔接，着力打造‚轨道上的京津冀‛。 

二是完善便捷通畅公路交通网。加快推进首都地区环线等区域内国家高速公

路建设，打通国家高速公路‚断头路‛。全面消除跨区域国省干线‚瓶颈路段‛；

以环京津贫困地区为重点，实施农村公路提级改造、安保和危桥改造工程。 

三是构建现代化的津冀港口群。加强津冀沿海港口规划与建设的协调，推进

区域航道、锚地、引航灯资源的共享共用，鼓励津冀两地港口企业跨行政区投资、

建设、经营码头设施。 

四是打造国际一流的航空枢纽。形成枢纽机场为龙头、分工合作、优势互补、

协调发展的世界级航空机场群。 

五是发展公交优先的城市交通。优化城市道路网，加强微循环和支路网建设；

推进城市公共交通场站和换乘枢纽建设，推广设置潮汐车道，试点设置合乘车道。 

六是提升交通智能化管理水平。绘制京津冀智能交通‚一张蓝图‛，打造交通

运输信息共享交换‚一个平台‛，推动城市常规公交、轨道、出租汽车等交通‚一

卡通‛，实现交通运输监管应急‚一张网‛。 

七是实现区域一体化运输服务。推动综合客运枢纽、货运枢纽（物流园区）

等运输节点设施建设，加强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干线公路、机场与城市轨道、

地面公交、市郊铁路等设施的有机衔接，实现‚零距离换乘‛。鼓励‚内陆无水港‛、

‚公路港‛和‚飞地港‛建设。 

八是发展安全绿色可持续交通。统一京津冀地区机动车注册登记、通行政策、

排放标准、老旧车辆提前报废及黄标车限行等政策。 

规划同图 建设同步 管理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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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强调，把交通一体化作为先行领域，实现规划同图、建设同步、运

输衔接、管理协同。加强国务院有关部委和三省市联动，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

小组领导下，统筹协调解决交通运输领域的重大问题。 

此外，完善交通一体化相关政策，除新建机场外，对纳入规划的建设项目视

同立项，并与铁路、公路、港口等中长期专项规划衔接后调整纳入。积极探讨建

立三省市对城际铁路、城际客运等建设资金、运营补贴的分担机制；充分发挥价

格杠杆作用，引导不同运输方式协调发展，形成合理运输结构。 

在创新投资融资模式方面，探索建立促进社会资本参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

运营的合作机制，通过投资主体一体化带动区域交通一体化。为尽快缩小河北交

通运输公共服务水平与京津的差距，对河北省交通建设给予特殊政策支持。 

（摘自：交通运输部, 2015-12-9） 

 投资融资 

、 

 粤高速拟注入 42.6 亿公路资产及债权 

粤高速 A(000429)9 日晚间披露，公司拟通过发行 A 股股份的方式向广东省

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购买其持有的广东省佛开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25％股权，拟通过

发行 A 股股份的方式向广东省公路建设有限公司购买其持有的广东省公路建设有

限公司 100％股权，拟通过支付现金的方式向建设公司购买其持有的对京珠高速

公路广珠段有限公司的债权。 

本次交易标的总作价 42.6 亿元，发行价格为 5.09 元/股，其中现金支付 9.88

亿元，发行 A 股股票数量为 6.43 亿股。其中拟向省高速发行 1.9 亿股，拟向建设

公司发行 4.53 亿股。 

粤高速 A 指出，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佛开公司 100％股权，且控股广珠

东公司，运营高速公路权益里程达到 273 公里，比交易前的 217.19 公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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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0％。 

（摘自：深圳商报, 2015-12-10） 

 河北：首个 PPP 新建公路项目完成投资人招标 

唐山市滦县赤曹线滦州至青坨营段经营性公路建设项目，日前完成投资人招

标，标志着河北省首个采取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的公路新建项目完

成招投标，即将进入施工建设阶段。 

该工程是赤曹线新建工程的重要组成路段，总投资约 24.4 亿元，全长约 51

公里，设计时速 80 公里。 

下一步，中标人与滦县交通运输局将共同组建项目公司，由项目公司按照特

许经营协议对项目的筹划、资金筹措、建设实施、运营管理、债务偿还和资产管

理等全过程负责，在培育期内政府给予适当补助。 

（摘自：中国公路网, 2015-12-15） 

 云南：编制公路项目 PPP 招标操作标准 

近日从云南省交通运输厅获悉，云南省已经启动地方标准《公路项目政府和

社会资本合作（PPP）标准招标文件》相关操作环节的编制工作，将形成公路项

目 PPP 全过程操作标准体系。 

该《招标文件》由云南省交通运输厅与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联合发布，11 月起

实施，是云南首个 PPP 地方标准。 

据了解，该《招标文件》按国务院及相关部委关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相

关政策规定编制，明确了公路项目的 PPP 招标采购流程和方法，并结合公路项目

常用的 BOT、ROT、TOT 三种运作模式，进一步细化了公路行业相关的合同边界

条件、风险划分、利益共享等合同条款，有助于项目合同真正做到能操作、能落

地。 



                                                      高速公路行业新闻参考 
                                                           2015 年第 23 期 

  

 

  

 

 第 5页 

（摘自：中国交通新闻网, 2015-12-15） 

 宁夏“十三五”计划投资 600 亿完善高速路网   

近日从宁夏回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宁夏将在‚十三五‛期投入 600

多亿元建成五条高速公路，建设总里程达 850 公里。 

‚到 2020 年，宁夏公路通车里程将达到 3.6 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将达

到 2000 公里，基本形成‘三环八射九连’的高速公路网。‛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厅

长许学民说。 

这五条高速公路的建设，将实现宁夏高速公路网内畅外联。银川至青岛高速

公路银川到宁东段项目的建设，将使宁东和银川两大都市圈的连接更加便捷，并

通过搭建往青岛方向的陆海通道实现宁夏向东出海；京藏高速公路石嘴山到中宁

段‚四改八‛项目，建设后将进一步提升宁夏沿黄城市带的联通能力和服务水平，

也是宁夏连接华北地区及京津冀沿海港口的重要通道；银川到广西百色高速公路

太阳山至萌城段项目，建设后将使宁夏经西安连接西南、华东地区；内蒙古乌海

至玛沁高速公路青铜峡至中卫段项目，建设后将打通宁夏到新疆乃至西亚的公路

通道；银川到云南昆明高速公路，建成后将实现宁夏和我国西南地区及东南亚沿

线国家的便捷联通。 

此外，宁夏还将与呼和浩特、包头、乌海、西安、兰州等周边省份主要城市

形成直接连接的高速公路通道，同时，银川与吴忠、石嘴山、中卫和固原也将形

成有两条国家高速公路组成的交通走廊。省级高速公路布局将按照‚县县通达高

速、网络衔接优化‛的思路，进行补充和完善。 

（摘自：中国交通新闻网，2015-12-15） 

 运营管理 

 

 甘肃：高速智能路况管理系统上线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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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高速公路智能路况管理系统日前在省高速公路交通调度指挥总中心上线

运行。该系统具备空间数据浏览、地图基本操作、图层管理、定位查询、实时视

频等功能，可对全路网内由于突发事件等因素造成的道路拥堵进行自动报警，并

在地图上显示准确方位，便于相关部门及时发现、及时处理、及时预警。 

下一步，甘肃省高速公路交通调度指挥总中心拟将无线地磁车检系统、车载

移动视频监控系统、GPS 车辆管理系统、反恐高清视频图像与智能路况管理系统

融合，形成高速交通综合路况信息平台。 

（摘自：交通运输部，2015-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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