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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8日8时， 随着D1611次列车驶出石家庄站
向东飞驰而去，石家庄至济南高速铁路全线开通
运营，这标志着我国高铁网“四纵四横”中的“四
横”完美收官，中国高铁运营里程达到2.5万公里。

“四横”收官，畅通出行
在28日首发的D1611次列车前， 记者看到

乘客们纷纷在悬挂的“石济高铁D1611/2次首
发顺利” 的条幅下拍照。“我经常往返于石家庄
到济南， 现在高铁开通，2个小时左右就到，简
直太方便了。”乘客李玥告诉记者。

石家庄至济南高速铁路全长298公里，运
行时速250公里，途经河北衡水、山东德州两地
级市，西伸、东进分别与石太客专、济青高铁相
接，横贯晋冀鲁三省。

298公里，看起来不长，对我国高铁网的进一
步完善却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石济高铁项目总
工程师梁振发表示，石济高铁开通不仅标志着国
家铁路“十二五”规划“四纵四横”太青“一横”全
线贯通， 而且石济高铁与津保铁路南北呼应，实
现了以京沪、京广两大高铁线路为骨架，高速铁
路路网在京津冀区域内“井字”形链接和梯次性
配置，形成了以北京、天津、石家庄和山东德州为
基点的京津冀“矩形”高铁环形网。

来自中国铁路总公司的最新统计显示，截

至目前，我国铁路运营里程已达到12.7万公里，
其中高铁运营里程达到2.5万公里。 在我国东
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板块，高铁全部实现
互联互通。

服务升级，更加便利
28日，京广线上的“百年老站”驻马店火车

站以崭新的“高颜值”恢复运营。
驻马店老火车站在20世纪初修建卢汉铁

路时设立，迄今已过“百岁高龄”。“改扩建后，新
站房总建筑面积比老站房扩大了2.5倍，增加接
发车股道至9条，提升了车站的旅客集散能力；
屋顶设计采取出挑方式，有效避免日常光晒，方
便旅客出行。”中国中铁电气化局建筑公司项目
经理胡洪军告诉记者。

在新站房， 记者看到车站设置了残疾人电
梯、残疾人专用卫生间，在站台等服务设施地面
均有盲道，实现特殊人群无障碍进出站。站前广
场实现地上、地下人车分流，进一步便利乘客出
行。

近年来，铁路发展迅速，“出门选火车”已是
许多人出行的优先选择。然而，“出行高铁化”能
否配上“高铁化服务”？像出入站不够顺畅、列车
餐饮种类不够丰富、 出入站打车不方便等能否
解决都是大家关心的话题。 中铁总有关负责人

表示， 铁路部门将进一步深入推进铁路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持续优化服务供给，目标就是努力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八纵八横”，畅通中国
2007年4月18日，中国首趟时速200公里动

车组列车在上海站始发， 我国由此迈入了动车
时代。10年间， 高铁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呼啸飞
驰，改变着中国。

目前，除了“四纵”之中的京沈高铁仍在建
设之中外，我国高铁“四纵四横”主骨架已基本
形成。专家表示，“四横”的完美收官对连接我国
华北、西北等地区有重要战略意义。以此为新起
点，燕山山脉以南、太行山以东，河北地市级城
市将全部进入高铁时代， 为加快形成京津冀区
域内城市群，拓展城市发展空间、促进京津冀协
同发展，提升人民群众出行获得感，提供强有力
的保障和支撑。

未来，中国高铁网还将向“八纵八横”迈进。
根据2016年7月新调整后发布的《中长期铁路
网规划》，到2020年，中国铁路网规模将达到15
万公里，其中高铁3万公里。届时中国将建成以

“八纵八横”主通道为骨架、区域连接线衔接、城
际铁路补充的现代高速铁路网。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8日电）

� � � � 据新华社杭州12月28日电（记者 魏
一骏）随着几台挖掘机轰隆开动，杭绍台
铁路建设推进大会28日在位于浙江省嵊
州市的东茗隧道施工现场举行。根据计划
安排，绍兴东茗隧道、台州椒江特大桥等
两个重点控制工程即日起进场施工，标志
着我国首条民营资本控股高铁正式进入
建设施工阶段。

杭绍台铁路是国家首批社会资本投
资铁路示范项目之一，由复星集团牵头的
民营联合体于今年9月11日和浙江省政
府签约。 项目可研批复总投资约448.9亿
元，资本金约占总投资的30%，其中民营
联合体占股51%。

据了解，杭绍台铁路项目全长269公
里，新建线路224公里，线路速度目标值
每小时350公里。 线路途经杭州市萧山
区，绍兴市越城区、上虞区、嵊州市、新昌
县，台州市天台县、临海市、椒江区、路桥
区、温岭市。根据投资协议，项目合作期为
34年，其中预估建设期4年、运营期30年。

杭绍台铁路有限公司董事长方建宏
表示，杭绍台铁路是我国首个民营资本控
股的高铁PPP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各方
应坚持安全至上、责任担当的理念，为服
务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应有贡献，为
中国铁路改革和创新发展发挥示范引领
作用。

� � � � 婺源烟雨庐山秀， 景德陶瓷浮梁
茶……28日，九景衢铁路正式开通。伴随
铁路的开通，散落的“江西风景”“赣鄱文
化”正加速走向更广阔的天地，“环鄱阳湖
动车圈”也由此形成。

九景衢铁路西起江西省九江市，往东
经景德镇、婺源，浙江省常山，抵达衢州
市，全长334公里。全线设九江、湖口、景
德镇北、 婺源等10个车站， 运营时速达
200公里。

从浔阳江畔引出， 跨过浩渺鄱阳湖，
经“千年瓷都”景德镇、“最美乡村”婺源，
穿过怀玉山脉进入浙江，终抵江南文化名
城衢州。 九景衢铁路宛如一条金丝带，串
起散落的名山、名湖、名城、名村。

赣北地区独特的山水自然风光和丰
富的历史文化，为九景衢铁路赋予别样的
“诗意气质”：“枫叶荻花秋瑟瑟” 的浔阳
城、“四望空无地，孤舟若在天”的鄱阳湖、
“陶舍重重倚岸开”的景德镇……

记者了解到，为最大限度尊重沿线地
区历史文化和自然特质，九景衢铁路全线
10个车站的建设特色鲜明，一站一景、移
步换景。

在都昌站，站房顶部采取两级层叠的

传统四坡屋面形式，取意为“山”，站房中
部则是别致的窗花雕刻， 光线投射过玻
璃，似水面波光粼粼。各种传统元素的运
用，将都昌山水文化特质淋漓展现。

九景衢铁路沿线山峦叠嶂、 江河纵
横，其间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鄱阳湖口森
林公园、省级自然保护区黄字号黑麂保护
区、鄱阳湖候鸟保护区，环保要求高。

为保护铁路沿线的绿水青山，九景衢
铁路绕避了19处重要自然生态保护区。

九景衢铁路江西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
理马水生介绍，为把对黑麂生存环境的影响
降到最低，建设者们花费了两年时间，克服
地质难题，建成了全长3521米，最大埋深约
280米的全线最长隧道———内仓坞隧道。

九景衢铁路的建成通车，在赣北铁路
网补上了“一横”，并与昌九城际和沪昆、
合福高铁共同构建成“环鄱阳湖动车圈”。
江西人口大县都昌、鄱阳县告别“地无寸
铁”历史，景德镇迈入“动车时代”。

从婺源来看，九景衢铁路是继合福高
铁后第二条途经婺源的动车线路，当地交
通区位进一步得到改善。婺源预计今年接
待游客2100万人次，同比增长20%。

（据新华社南昌12月28日电）

串联起散落的“明珠”
———九景衢铁路开通首日见闻

我国首条民资控股高铁开工
新闻延伸

中国高铁“刻下”2.5万公里新里程

� � � �
� � � � 12月28日，石家庄
至济南高速铁路开通
运营，标志着我国“四
纵四横”高速铁路网中
的“四横”收官。

图为首趟石家庄至
济南高速铁路D1611次
动车组列车驶入衡水北
站。 新华社发

新闻特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