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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交通是覆盖范围最
广、服务人口最多、使用最广
泛的交通运输方式。 近年来，
我国国家公路网实现快速
发展，总体适应了经济社
会发展需要， 有力支撑
了国家重大战略实施。

为推进国家公路
高质量发展，近日国家
发展改革委会同交通
运输部印发了《国家公
路网规划》。 国家发展
改革委、交通运输部有
关负责人在 12 日举行
的专题发布会详解规划
要点。

新增约 6 万公里
更好支撑国家重大战
略发展布局

改革开放以来 ， 我国先
后出台了四个国家级干线公
路规划，其中 2013 年出台的
《国家公路网规划（2013 年—
2030 年 ）》提出 ，到 2030 年 ，
我国国家公路网总规模约 40
万公里。

“本次规划与 2013 版规
划相比，规划总规模增加了约
6 万公里。 ”国家发展改革委
基础设施发展司副司长周小
棋表示，国家高速公路净增里
程约 2.6 万公里， 增设 12 条
都市圈环线 、11 条并行线和
58 条联络线， 调整 6 条既有
规划路线走向；普通国道净增
里程约 3.4 万公里， 增设 101
条联络线， 调整 41 条既有规
划路线走向。

作为最重要、 最基础、覆
盖最广泛的交通方式，公路对
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具有
重要作用。

周小棋介绍，规划以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6 轴、7 廊、8 通道”主
骨架为重点，进一步提升区域间、城市群间国家高速公路通道能力和
服务水平，实现区域间、城市群间“多通道联系”，交通繁忙、城镇密
集、人口集中地区“重要通道多路线”，空间联系更加高效。

在服务新型城镇化战略方面，周小棋说，规划将增强城市群国家
公路网络的便捷性和可靠性，增设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实现全国市
地级行政中心和城区人口 10 万以上市县的县级行政中心 30 分钟上
国家高速公路、所有县级行政中心 15 分钟上普通国道。

周小棋表示，规划将实现国家公路全面连接陆路边境口岸，显著
提升六大经济走廊内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 实现国家公路对
亚洲公路网境内路段全面覆盖，与东北亚、中亚、南亚等形成多条便
捷的公路国际运输大通道。 “‘硬联通’基础更加牢固，支撑‘一带一
路’建设更加有力，为构建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
格局提供了坚强保障。 ”

深度融合发展 打造更智能、更绿色的国家公路网

推动国家公路与其他运输方式及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这是
构建现代化高质量国家公路网的重要内容。

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王松波介绍，规划将推动铁路、公
路等基础设施的线位统筹，开展重要的江河、海湾跨越通道以及城市
密集区的公路与铁路、轨道交通共用通道的规划建设，加强国家公路
对铁路场站、机场、港口等枢纽节点的衔接，扩大铁路、水运、民航运
输服务范围，并加强国家公路与城市交通规划建设统筹和协同管理，
减少公路对城市的分隔和干扰。

在强化国家公路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方面，王松波表示，将注重
与沿线旅游业、制造业、物流业、电子商务等关联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丰富拓展国家公路服务区、沿线配套设施服务功能，提升服务区品质，
并注重与公路沿线自然景观、历史人文等融合设计，强化国家公路文
化、旅游、休闲等服务功能。

创新智能和绿色低碳是国家公路网发展的重要原则和目标。 此
次发布的规划将通过推动国家公路全要素全周期数字化转型， 强化
数据动态采集、更新、共享等方式让公路“更智能”；通过节约集约利
用资源、强化生态保护修复、强化水环境和噪声污染防治等措施让公
路“更绿色”。

打通省际瓶颈路段 多措并举保障规划实施

在谈到国家公路的省际瓶颈问题时，王松波说，交通运输部和国
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了 《关于加强国家公路省际瓶颈路段建设的
通知》，到 2025 年，国家公路网既有省际瓶颈路段基本消除；到 2035
年，国家公路省际瓶颈路段现象得到根本性解决。

“通知中明确，要以位于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以及城市群、都市圈、欠发达地区、边境地区、革命老区范围内的省际
瓶颈路段建设为重点，持续破除国家公路省际瓶颈制约。”王松波说。

未来国家公路网建设任务繁重，此次发布的规划从“加强规划衔
接协调”“强化规划实施保障”“完善资金保障机制”“优化规划实施管
理”四方面明确保障措施。

周小棋表示，要强化跨部门、跨区域、跨行业一体衔接协调，加强
与国土空间等相关规划衔接，进一步完善多渠道、多层次、多元化投
融资模式，合理确定建设规模和建设节奏，严控地方债务风险。同时，
加强规划实施进展和成效监测分析，适时开展规划评估，规范做好规
划动态调整或修订工作。

（新华社北京 7 月 12 日电）

■ 新华社记者 邵艺博 宿传义
顾煜

6 月 30 日，新疆尉犁县至且末县沙漠
公路正式通车。 这条于 2017 年 10 月开工
建设的沙漠公路，全长 334 公里，是继塔里
木沙漠公路、 阿和公路后的第三条穿越塔
克拉玛干沙漠的公路。 至此， 我国在有着
“死亡之海”之称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修建了
超 1200 公里的沙漠公路。

三条沙漠公路跨越世界第二大流动沙
漠，在“死亡之海”如何筑路？

334公里耗费近5年， 在沙
漠修路难在哪？

淡水在沙漠里极为珍贵， 可修路离不
开水。

塔克拉玛干沙漠，年均降水不足 100 毫
米，可蒸发量却高达 3000 毫米。 高温干燥让
地表水在这里极为罕见。 虽然这里地下拥有
较为丰富的水资源， 但水质极差， 盐分含量
高，不仅无法饮用，连铺路洒水都不合格。

借鉴前两条沙漠公路的成功经验，工程
人员在沙漠路段采取了干压法，也就是利用
沙漠中的风积沙直接碾压夯实形成沙基。然
后在沙基上铺上一层土工布，再依次铺上戈
壁料、级配砾石等。同时，用比普通公路宽一
倍的边坡给路基产生更大的侧压力。 于是，
松散的沙子就变成了坚实的路基。

“我们解决了沙漠地区风积沙路基填筑
关键技术难题， 这样的工艺充分利用了沙
漠中现有的材料，使修路成本降低不少。 ”
中国交建新疆尉且沙漠公路项目经理王云
飞说。

沙漠筑路的难度， 新疆交通规划勘察
设计研究院尉且项目负责人程力最清楚，
“修建尉且沙漠公路比前两条更难，它的地
形条件在全国都很少见”。 公路经过沙漠东
部密集、高大的沙山，共挖平 32 座高大沙
山，填平 28 处丘间洼地。

在这种恶劣环境下作业， 真正的挑战
来自工人生活面临的考验。

“塔克拉玛干”意为“进得去出不来的

地方”。 这片沙漠全年有三分之一是风沙
日，加上烈日长时间照射，地表温度甚至可
达 70 摄氏度。 高温，让在沙漠中施工只能
“起早贪黑”。 为保护工人，项目部调整作息
时间，选择早晚气温较低的时候施工，以避
开沙漠中最炎热的时段。

在这种沙漠施工的危险性相当大 ，风
沙天气下沙丘会移动， 而位置的变化让人
很容易因为失去参照物迷路。 为确保工人
安全， 工地给每人都配备了具有北斗定位
系统的终端。 种种防范措施，确保了在如此
极端的环境下施工无一人伤亡。

风沙不会把路埋了吗？让流
动的沙丘“静”下来

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沙
漠，在风的作用下，沙丘会“流动”。 这意味
着刚修好的路面，如果不做任何措施，仅需
一场大风路面就会被掩埋。

如何让流动的沙丘“静”下来，成了建
设另一难题。

“沙漠里最怕的就是风沙，有时风
沙一来项目停工不说 ， 甚至还要返
工。 ”项目总工程师井文云说，“结合
以往建设经验 ，我们采取 ‘草方格+
阻沙障’的方式，建立起立体化多层
次阻沙体系。 ”

生长在湿地里的芦苇， 在干旱
的沙漠里发挥了巨大作用，成为“固
沙利器”。 芦苇秆晒干，扎进沙丘，组
成边长 1 米正方形， 分布在公路两
侧。这种由芦苇秆编织而成用于固沙
的正方形格子被称为草方格。 它的铺
设随公路修建同时进行， 单侧最宽可
达 110 米，最窄处也有 60 米。

当细长的芦苇秆被紧密排在一起、
编织成草方格后，便有了足以和肆虐风沙
抗衡的力量。 有草方格在沙丘上，沙子就很
难被吹动。 在草方格的外侧是两道阻沙障，相

隔 10米。当风沙来袭，首先经过最外侧的两道
阻沙障，将风速降下来、大风席卷的沙子大部
分也被阻挡在外，然后再经过几十米草方格的
阻挡，风沙就更加难以对路面造成损害。

为什么要修这条路？ “死亡
之海”蕴藏着无限生机

位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且末
县，长久以来与外界的交通十分不便。 尉且
沙漠公路的通车让这座“天边小城”与库尔
勒的路程缩短 350 公里。

“这条期盼已久的公路终于开通了！ ”
家住且末县的亚森·图尔迪说，且末是巴州
最偏远的县城， 以前外地的姑娘都不愿嫁
过来。 现在从库尔勒回家只用 6 小时，用时
缩短一半，出行更方便了。

公路的开通也给企业对沿线地区的投
资增加了信心。 位于且末县的新疆稷原牧
业发展有限公司养殖有 6000 多头牛 ，“这
条路让每头牛的运输和养殖成本节省近
1000 元， 我们计划再投资 5 亿元扩大养殖
规模。 ”公司副总经理郭成礼说。

此外， 这条沙漠公路的开通无疑又让自
驾游沙漠有了新选择。 尉且沙漠公路有307公
里深入沙漠腹地， 一路上可以欣赏到巨大沙
墙、沙间盆地、绵延沙丘等沙漠特有景观，还
有27公里穿行胡杨林、湿地及植被覆盖区。

该路线穿越区域为塔里木盆地石油地
质蕴藏富集带， 将为未来石油天然气的勘
探、开发、运输等提供有力支撑，进一步推动
南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对促进沿线优势资
源开发和经济社会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电）

三条公路跨越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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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何“筑”成的

�� 66 月月 2244 日日，，芜芜湖湖市市繁繁昌昌区区峨峨山山镇镇，，车车辆辆行行驶驶在在沪沪渝渝高高速速与与芜芜黄黄
高高速速交交会会的的繁繁昌昌东东枢枢纽纽上上。。近近年年来来，，芜芜湖湖市市高高速速公公路路建建设设不不断断提提速速，，
城城乡乡交交通通得得到到极极大大改改善善。。 本本报报通通讯讯员员 肖肖本本祥祥 摄摄

荨 6月 15 日
航 拍 的 当 涂 县
李 白 文 化 旅 游
区桃花村 “四好
农村路”。

本报通讯员
王玉实 摄

▲�� 77 月月 1100 日日拍拍
摄摄的的金金烽烽乌乌江江大大
桥桥合合龙龙现现场场。。 金金
烽烽乌乌江江大大桥桥是是贵贵
阳阳经经金金沙沙至至古古蔺蔺
（（贵贵金金古古））高高速速公公
路路项项目目的的重重要要控控
制制性性工工程程。。

新新华华社社记记者者
陶陶亮亮 摄摄

荩 6 月 26 日拍摄的尉犁至且末沙漠公
路，工作车辆在路面行驶（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李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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