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过去几年里，交通可谓是天津城市发展中
“提速”最为明显的领域之一，四通八达的城市路
网成为了活跃整个区域的经济脉动。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1年，我市铁路总里
程1368公里，其中高速（城际）铁路里程达310公
里，铁路运营里程密度全国第一，初步实现京津
雄0.5小时至1小时通达，五条高铁通北京、一条
高铁通雄安格局正在加快形成。公路总里程达
15307公里，其中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分别为
1325公里、2755公里，高速公路网密度位居全国
第二，基本形成京津冀一体化公路网。

服务市民出行，搭建要素流动通道，近年来，
市交通运输委全力以赴推动我市铁路和公路建
设，加速构建与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安全
便捷、畅通高效、绿色智能的现代综合立体交通
网。“交通运输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先行官’。我
们打造‘轨道上的京津冀’，推动城际铁路公交化
运营。公路方面则推动‘内通外联、广泛覆盖’，
实现与京冀全方位互通、城乡全域互联。”市交通
运输委综合规划处处长于冉冉说。

在武清开发区，得益于互通有无的高速路
网，2018年北京金匙医学在这设立了首个检测
中心。四年多，企业销售收入实现成倍增长，

仅近两年就从 2020 年的
1.03 亿元增加到 2021 的
2.04亿元。

在蓟州区渔阳镇，依靠着
一条名为西井峪路的“最美农村
路”，曾经的靠山吃山的西井峪村成为了远近闻名
的网红“石头村”。路通了，村里特色的石板路、石
头屋还有周边的美景、特产让不少游客慕名而来，
从此山乡美景走出大山，幸福日子飞进村来，一条
条“致富路”串起了乡村好日子。

在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家住北京的天津
中关村科技园运营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黄超群是京津城际的“常客”。在他眼中，“轨
道上的京津冀”为园区主动对接首都优质资源
提供了基础，也成就了他的双城生活。
“路”通则城兴。
根据《天津市综合交通运输“十四五”规

划》，我市未来将形成枢纽国际化、京津同城
化、津滨便捷化、城乡一体化交通格局。

市交通运输委副主任刘道刚介绍：“围绕
‘交通强国天津方案’，未来，京津冀区域将充
分形成‘两网三圈’一体融合的交通架构。‘两
网’是由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组成的高效率快
速网为骨架，普速铁路、普通公路组成的高品
质干线网为补充，强有力的公铁两网将助力
形成京津雄30分钟城际通勤圈、京津冀主要
城市1小时高铁交通圈和3小时高速公路物
流圈。”

前不久，天津港北支航道迎来了多艘大型集
装箱船舶集中到港靠泊。来自河北多地的货物
正在陆续集港装船。

从环渤海内支线“无缝衔接”到天津至厦门
的“两港一航”精品航线，看似普通的一次货物转
运，展现的却是天津交通发挥港口枢纽作用，通
过航线干支结合运营模式，积极稳定畅通产业链
供应链，服务京津冀、助力“双循环”的丰硕成果。

港口是天津的核心战略资源。立足“一带
一路”交汇点优势，近年来，天津交通运输部门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把天津港建设好”
的殷切嘱托，最大限度发挥好港口的独特作用，
以建设世界一流港口为发力点，港口为魂，航空
为翼，海空“双枢纽”同频共振，跑出了推动全市
乃至区域经济，尤其是实体经济承压而上、稳健
前行的“加速度”，全力以赴打造国内大循环重
要节点、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支点。

提档加速建设世界一流绿色智慧枢纽港
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天津港成功
实现集装箱码头公司传统码头无人自动化改
造，建设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投入运营；内
陆腹地设立120家服务网点、开通40余条海铁
联运通道。目前，天津港集团陆向辐射约52%
国土面积，海向与200多个国家和地区800多个
港口保持贸易往来。“十三五”期间，天津港集装
箱吞吐量由1410万标准箱增至1835万标准箱，
年均增长5%以上，稳居全球集装箱港口前十

强。2021年天津港再传捷报
──年集装箱吞吐量突破
200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10%
以上，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发
挥了重要作用。

海港蓬勃兴盛，40公里外的空港，
喜人变化也是日日更新。

在这里，由市交通运输委牵头，通过
优化通关流程、保障航线航班，103箱共
2.4吨来自泰国的观赏鱼曾1小时就完
成海关查验程序。随后，“观赏鱼的
旅行”被复制到进口水果、海鲜等诸
多领域。
“近年来，我们全力加快建设国

际航空物流中心。”市交通运输委副
主任刘道刚介绍，目前，空港大通关
基地跨境电商产业园项目已进入启用
前期准备阶段，国际邮件互换局正式入
驻大通关基地并正式投入运营，空港大
通关基地二期、联检服务中心、中远海运
空运北方物流基地、顺丰二期和三期等
项目加快推进，天津滨海国际机场三期
改扩建工程也已获批，国际航空物流中
心建设初见成效。

前不久，市政府办公厅印发了
《天津市航空物流发展“十四五”
规划》，天津进一步促进航空物
流产业聚集、优化航空口岸
发展环境，目标更清晰，底气
更足。

依托海空国际“双枢纽”，
一张开发开放、拥抱世界的物
流网络正在渤海湾畔越织越
密，天津开放的大门也随之越
开越大。

奋进新征程，开创新局面。市第十二次党代
会报告指出，今后5年是天津全面开启社会主义
现代化大都市建设的重要5年。坚持把高质量
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的必
由之路，深入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
略，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
新型城镇化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快构建现
代化经济体系，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
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如何在新一轮高质量发展中再次腾飞，为城
市发展凝聚起更强劲力量？市交通运输委党委
书记、主任王魁臣表示：“我们将全力构建便捷顺
畅、经济高效、绿色集约、智能先进、安全可靠的
现代化高质量综合立体交通网，不断强化交通运
输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服务民生改善中的基础
性保障作用，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战
略，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建设。”

今年年初，津石高速公路天津东段主线顺利
通车，与2020年年底建成通车的津石高速天津
西段及河北省段相连，实现了滨海新区与雄安新
区、河北石家庄的“截弯取直”。近几年，随着津
石高速、唐廊高速（一期）、京秦高速和津围北二
线、邦喜等普通国省道相继建成，天津交通正在
推进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建设的道路上加速前进。

按照《天津市综合交通运输“十四五”规
划》。“十四五”期间，我市将加快构建便捷顺畅、
经济高效、绿色集约、智能先进、安全可靠的现代
化高质量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基本建成海空两港
链接全球、世界一流，公铁两网密接京冀、覆盖城
乡，城市交通快慢有序、富有活力的现代化高质
量综合立体交通网，形成枢纽国际化、京津同城
化、津滨便捷化、城乡一体化的交通格局，交通强
市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打造“国际双枢纽”，到2025年，港口集装箱
吞吐量达到2200万标准箱，北方国际航运枢纽
的地位更加凸显，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支
撑、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点、陆海深度
融合的重要平台、现代化的国际航运枢纽；空港
旅客吞吐量达到31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力争

达到40万吨，全面落实区域航空枢纽和国际航
空物流中心定位。这是“十四五”期间海空两港
的发展目标。

形成“三大交通网络”，到2025年，基本形成
5条高铁城际通北京格局，基本实现京津雄30分
钟通勤、京津冀主要城市1小时通达；基本建成
“八横六纵”高速公路网，路网整体水平全国领
先，基本实现京津雄1小时通达、京津冀主要城
市3小时通达、乡镇15分钟上高速；构建以轨道
交通为骨干、常规公交为主体的“活力快网”，交
旅融合、低碳舒适的“休闲慢网”，建设快慢有序、
富有活力的城市公共交通网。这是“十四五”期
间，我市进一步强化京津同城化，加快构建津滨
“双城”格局，加快形成多层级、多通道、高效率综
合立体交通网络的前进方向。
“目前，京滨、京唐、津兴等多条铁路都在提速

建设，预计今年年底京滨城际铁路宝坻至北辰段
将与京唐城际铁路同步通车。天津滨海机场三期
改扩建、京津塘高速改扩建等工程也在加速推
进。”王魁臣说，到2035年，我市将基本建成便捷顺
畅、经济高效、绿色集约、智能先进、安全可靠的现
代化高质量综合立体交通网。基本实现“2—3—
6—18出行交通圈”（双城之间20分钟通达、京津
雄30分钟通达、京津冀主要城市60分钟通达、全
国主要城市180分钟通达）、“3—1—2—3快货物流
圈”（京津冀主要城市3小时送达、国内1天送达、
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

经济要发展、民生要改善都离不开交通运输
行业的快速“先行”。未来，在高质量发展的新征
程上，天津交通运输部门将始终坚定捍卫“两个确
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
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进，立足新发展阶段，贯
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锚定交通强市建
设远景目标，以建设人民满意交通为根本出发
点，持续在党建引领、规划先行、项目支撑、行业
治理、便民出行、安全发展等方面下功夫，加快构
建现代化高质量综合立体交通网，奋力开创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以交通运输
高质量发展成效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综合立体通四方 动力澎湃助发展
我市交通运输部门打造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助力城市迈上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通讯员 刘杨

综合立体的现代化交通体系能为一个人、一座城

市、一个区域带来什么？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是更

加密集便捷的人流物流往来，是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

的信息流，还是活跃起整个区域的经济脉动……

打开天津的城市地图，细数纵横交错间公铁水航

的每一条脉络──渤海之滨，海空两港链接全球；津沽
大地，公路铁路无缝衔接；市域之内，城市交通快慢有

序……交通达，百业兴！作为“公、铁、水、航、邮”交通运

输全要素城市，近年来，对标“一基地三区”建设要求，聚

焦城市产业和人民生活升级发展需求，我市交通运输

部门以“先行官”的姿态，以笃定前行的毅力，深挖发展

潜力与动能，持续推进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建设，大力

推进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发展，逐步提升城市便利化

水平；主动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为推动城市

载体功能优化提升、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助力我市

实现高质量发展，铺就了一条宽阔平坦的“快车道”。

现代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助推了人流物流畅
行往来，随之提升的综合运输服务水平也为经
济发展带来了新动能。

这两年，一种全新的货运组织方式──网
络货运在津悄然兴起。

对于这种依托互联网平台整合配置运输资
源的新型运输方式，第一批吃螃蟹的企业主刘
伟评价颇高：“比如，你有车，我有货，咱都上网
络货运平台，线上直接匹配，价格几乎比传统方
式低30%。”
“这几年，我们一直在搭台子、创方式，推出

配套政策，全力推动网络货运向规模化、专业化
发展，支持东疆保税港区、天津港保税区、天津
经开区加快形成全国网络货运企业聚集区。”市
道路运输管理局副局长王刚说。截至目前，我
市已完成81家网络货运平台企业的行政许可，
共整合车辆221万余辆、驾驶员247万名，完成
运单2215万笔、资金流水单2392万笔，累计实
现货物运输量3.37亿吨，合计运费585亿元，不
仅走在全国前列，企业聚集优势也逐渐显现。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网络货运实现快速发

展的同时，我市深化运输结构调整也在持续走
向深入，并通过全新技术与场景的应用实现了
又一次创新与飞跃。
去年8月，随着荣程集团购置的5辆氢燃料

电池重卡在新落成的荣程加氢站加注氢燃料后
前往天津港运载铁矿石，天津首个氢能运输示
范应用场景──荣程众和自用氢能源项目顺利
启用，正式开启了氢能绿色运输之路，为我市大
型工业企业运输结构调整再添新动能。截至目
前，荣程集团加氢站项目10辆氢能源车辆共行
驶里程约48万公里，共载货13.73万吨，累计减
少二氧化碳排放442.98吨。
市交通运输委综合运输管理处副处长古滔介

绍，多年来，经过不断探索尝试，天津的运输结构
调整可以说是多点开花、硕果累累。比如，根据国
家要求，全市大宗货物年运量150万吨以上的大
型工矿企业，建设铁路专用线的比例要超过80%；
有铁路专用线的企业用铁路运输大宗货物的比例
要求突破80%，天津现在实现的比例分别达到了
92%和89%，大幅超额完成任务。再比如，天津港
集团已经实现煤炭100%铁路运输集港，今年上半

年铁矿石通过铁路、水路、氢能重卡等清洁方式疏
港的比例超过了67%，达到全国领先水平。近期，
天津还在多部门持续努力下，进一步完善氢能产
业发展支持政策、扩大应用场景开发，加密加快加
氢站建设，研究更远距离的新能源点对点运输，助
力我市降低交通运输行业碳排放。

不仅仅是惠企，近年来，我市交通运输部门
也在出行便利化、人性化上下功夫，全面提升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去年，市交通运输委推出了京津通行便利化
12项措施、津滨通勤便捷化6项措施，“天津地
铁”APP与北京地铁“亿通行”APP互通互认、京
津城际公交化运营、轨道公交优惠换乘等，让京
津大双城、津滨小双城通勤更加高效便捷。我市
交通运输行业还开展了保畅通有温度优服务活
动，实施“三站一场”整治提升，全力提升群众出
行的舒适度和便捷性。传统出租汽车行业转型
升级，实施巡网融合运营新模式。道路运输也持
续加快转型，客运班线达311条，省际班线辐射
全国14个省市，14个三级及以上客运站全部实
现与京冀联网售票。

对于天津交通来说，这几年的快速发展可谓
是考验与机遇并存。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我市交

通运输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以及市委、市政府决策
部署，积极应对疫情带来的不利
影响，持续加力保通保畅，全力以
赴助力我市经济社会发展。
前不久，我市重磅推出了《天津市

贯彻落实扎实稳住经济的一揽子政策
措施实施方案》。对于我市交通运输行
业来说，助力稳定畅通产业链供应链的担

子更重了。
“交通运输要‘守得住’，更得‘行得通’，高效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市交通运输委二
级巡视员黄红星说，“公路卡口严格查验、车站机
场严防死守、入境航班闭环处置、重点人群科学管
控、城市交通常态防控……这些疫情防控措施自
不用说，必须严格落实。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全

力做好区域协调纾困解难，搭
建一张助力人流物流的顺利流
动的畅通路网。”
今年在严格落实科学管控

基础上，交通运输部门还实行重
点物资运输车辆通行证制度等一
系列惠企惠民措施，确保重点物
资运输车辆出得去、回得来，持续

加力保通保畅，助力我市稳
住经济大盘。同时，对
外发布24小时应急值
班电话，发挥 12345、
12328服务热线作用，
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制
定问题清单，实施销号
管理，节日无休，专人

值守、即接即办、跟踪督办，确保每一
个诉求都能得到有效回应，每一个
问题都能得到妥善解决。

来自天津昌润机电有限公司
刘女士便是这一惠企惠民政策的
受益者。“上午发出的申请，下午打

开手机时就发现重点物资运输车辆通行证已获
批核发。”这是刘女士感受到的服务速度。

市交通运输委政务服务处处长张义昌说，目
前，他们正积极与交通部及各省市交通运输部门
协调联动，一则保障通行证的全国互认及信息查
询；二则更好实现京津冀协调联动机制在系统上
的数据共享。“目前，在河北省交通厅支持下，着重
解决了我市重点企业往返唐山、沧州、廊坊重点物
资运输车辆通行问题；在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
联控协调机制办公室支持下，解决了京津两地重
点物资运输通行问题，确保北京重点物资的供
应。对于重点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制度，我们不断
升级网上申领系统，实现了通行证线上申请、审
核、发放、亮证和在线检验，办理时长从最初的几
个小时缩短到现在的几分钟。”

据统计，从4月19日重点物资运输车辆通行
证网上申领系统上线至今，我市已累计向工业、商
务、农业农村和邮政快递行业重点企业核发全国
统一式样的电子通行证2.78万单。同时，我市还
科学设置了156个公路防疫查验点，涵盖127个高
速公路收费站出口和29个国省干线进津通道，并
在查验点附近设置了186个“核酸+抗原”双检采
样点，实施免费“双检”。4月18日以来，累计为货
车司乘人员免费开展核酸检测102万次，免费开
展抗原检测96万次。

刘道刚表示，交通运输要发挥好“一张网”的
综合协调优势，持续加力保通保畅，全力为区域企
业纾困解难。“比如，对来自或进出疫情中高风险
地区所在地市的货运车辆，在查验‘一证一码一
卡’的基础上，实行‘核酸+抗原’双检测，抗原检
测阴性的立即放行，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的立
即追踪并实施管控等等。我们还将对民航运
输、道路运输等企业进行对接扶持，把相关政
策、资金、项目和市场送到企业身边去，实实在
在助力我市稳定畅通产业链供应链。”

海空“双枢纽”同频共振
助力城市“开放大门”越开越大

城市路网四通八达
载体功能“扩容升级”

综合运输服务水平显著提升 经济发展新动能逐渐显现

区域协调“一张网”
持续加力保通保畅

全力构建现代化高质量综合立体交通网
在新一轮高质量发展中再次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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