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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七届六次全会提出，要大力实施“一核三片、四区协同”发展战略，推动区域协同共进，通过一体化打造船山、安居两区和遂宁经开区、市河东新区两个市直园区，加快建设中心城区经济发展极核，不断放大辐射带动效应。
日前，市推进区域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出台中心城区经济发展极核协同发展 2019 年重点任务清单，该清单共罗列了 6 大类、62 个项目。即日起，本报推出《强力推动中心城区经济发展极核协同发展 特别报道》，解读 6 大

类 62 个项目的任务清单，跟踪各项目最新进展，敬请垂注。

牵头单位：

市发展改革委

责任单位：

船山区政府、安居区政府、遂宁经开区管委

会、市河东新区管委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

财政局、市生态环境局、市林业局、市水利局、市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公安局、市应急局、市交

通运输局、遂宁发展公司

项目简介：

成达万高铁连接四川省成都、资阳、遂宁、南

充、达州和重庆市万州，线路规划建设模式为双

线 客 运 专 线 ，设 计 时 速 为 350km/h，全 长 约

466.24km，估算总投资预约 813.6 亿元，其中遂宁

境内约 80 公里，估算总投资约 130 亿元。

推进计划：

成达万高铁项目已列入国家《中长期铁路网

规划》和《铁路“十三五”发展规划》，已完成《预

可研报告》编制，正加快推进《可研报告》编制，

预计 2019 年 9 月底前完成立项批复，力争 2019 年

12 月底前控制性工程开工建设。

市发改委铁路建设管理科科长郭文红介绍，

今年以来，市发改委多次就成达万高铁遂宁境内

线路走向、场站选址、动车运用所等相关事宜，积

极与省发展改革委、成都局集团公司和中铁二院

等相关设计单位对接汇报。目前，市发改委正积

极与成都局集团公司和相关设计单位对接，按照

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和项目推进方案积极推进

相关工作，确保项目顺利推进，如期开工建设。

中心城区经济发展极核协同发展2019年重点任务清单之——完善交通基础设施

任务清单：协调推进绵遂内城际铁路前期工作，力争年内完成项目可研报告B
牵头单位：

市发展改革委

责任单位：
船山区政府、安居区政府、遂宁经开区管委

会、遂宁高新区管委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

财政局、市生态环境局、市林业局、市水利局、市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公安局、市应急局、市交

通运输局

项目简介：
项目连接绵阳、遂宁、资阳（安岳）、内江四

市，线路北接成兰客专，中与成达万高铁相通，

南与川南城际连接并在宜宾与渝昆高铁相通，

线路全长 305 公里，其中遂宁市境内约 100.4 公

里，规划为客运专线 (双线 )，估算总投资约 417 亿

元。

推进计划：

绵遂内城际铁路已列入国家《中长期铁路

发展规划》和《成渝经济区城市群轨道交通规

划》，是四川省“十三五”铁路重大基础设施储备

项目。

“根据项目推进计划，预计今年 12 月底前完

成项目《可研报告》，力争 2020 年底开工建设。”

市发改委铁路建设管理科科长郭文红介绍，2018
年 11 月 29 日，省发展改革委组织绵遂内城际铁

路沿线四市召开项目前期工作推进会，专题就项

目立项前期工作进行安排部署，明确由绵阳市牵

头，沿线四市组建项目前期工作推进公司，加快

推进相关工作。目前，我市由遂发展子公司遂宁

市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参与项目公司组建工

作。

今年 3 月 1 日，绵遂内城际铁路有限责任公

司正式完成组建，并已在绵阳揭牌，相关工作正

在按计划稳步推进。

任务清单：加快推进通善大桥建设，完成北半幅旧桥拆除和北半幅桥梁上下部
结构 70%以上建设任务,西桥头下穿隧道建成通车C

牵头单位:

市交通运输局

责任单位:

遂宁经开区管委会、市河东新区管委会、市

住房城乡建设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财政

局、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交警支队、市交投公

司

项目简介：

涪江通善大桥新建项目包括拆除涪江一、二

桥，并在原址上重新修建通善大桥。项目呈东西

走向，跨越涪江连接河东和河西两片区，起点接

开善东路，终点至河东仁里灵泉路。桥长 1007.1
米，桥宽 28 米，主桥桥型选用 60+95+95+60 米预

应力混凝土连续梁桥。项目总投资 2.7667 亿元，

建设工期 3 年。

推进计划：

据市交投公司相关人员介绍，截至 4 月 25
日，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15045 万元，现已完成通善

大桥新建项目南半幅桥梁主体及附属工程、北半

幅双壁钢围堰壁板制作，现正进行钢栈桥搭设、

原涪江二桥拆除工作。滨江路下穿隧道已完成

南半幅主体结构及北半幅冠梁施工 120 米 ,现正

进行北半幅下穿隧道框架段施工。

任务清单：加快推进成南高速公路扩容项目前期工作，力争年内开工建设D
牵头单位:

市交通运输局

责任单位:

船山区政府、大英县政府、蓬溪县政府、市发

改委、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市林

业局、市水利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经济

和信息化局

项目简介：

成南高速公路扩容项目经省政府批准采取

“BOT+政府补助”PPP 模式建设，由成都市牵头，

会同德阳市、遂宁市、南充市人民政府，作为项目

实施的责任主体，依法承担政府监管责任。项目

全长 240.33 公里，总投资估算 380.3 亿元，主要途

经成都市、德阳市、遂宁市、南充市。其中，遂宁

境内全长 71.4 公里，估算投资 112.9 亿元。全线

设计时速为 100 公里 /小时，双向八车道，路基宽

度 41 米。

推进计划：

记者从市交通运输局、市高速公路协调办获

悉，该项目已获立项批准，成都入城复线段相关

专项报告全部获批，主线段用地预审、路线规划

选址、水保、社稳、地震安评、矿产压覆、地灾评

估、通航论证等专项报告已获批。

3 月 8 日，交通运输部对项目工可报告咨询

评估进行了审查，目前，正开展环评及开展“两报

告一方案”（财政承受能力论证、物有所值评价报

告、PPP 项目实施方案）评审报批工作。

任务清单：加快推进遂绵高速公路龙凤互通式立交工程,完成路基土石方工程F
牵头单位:

船山区政府

责任单位:

市交通运输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自然资源

规和划局、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利局、市林业局

项目简介

G93 遂绵高速公路龙凤互通式立交项目位于

遂绵高速公路金桥互通和复兴互通之间，项目设

计时速为 80 公里 /小时，双向 4 车道，路基宽 24.5
米，线路长约 1.005 公里，匝道设计时速每 40-50
公里 /小时。

推进计划

“目前，项目路基工程挖土石方、路基填筑已完

成 50%，桥涵工程涵洞已完成 60%，桥桩基完成 2
根。”船山区发改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项目建成后，

将缩短从绵遂高速公路到遂宁市城南片区的距离，

并且有效支持龙凤新城和城南片区的经济发展。

牵头单位:

遂宁发展公司

责任单位:

安居区政府、遂宁高新区管委会、市发展改

革委、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简介：

遂宁南坝机场迁建工程位于安居区会龙镇，

项目总投资 19.57 亿元。迁建后的安居机场，飞

行区等级指标为 4C，按照满足年教学飞行 6 万小

时、飞机起降 20 万架次和年培养飞行员 300 人的

规模设计。配套建设空管、导航、气象、供电、供

水、供油、消防救援以及教学办公、生活服务等

辅助设施。

推进计划

2018 年，国家民航局出台《加强民航重大项

目储备，着力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实施方案（机场

项目）》，同意遂宁安居通用机场开展升级民用

运输机场相关工作。2019 年 1 月，国家民航局又

出台《民用运输机场建设“十三五”规划中期调

整方案》，将遂宁安居运输机场列入“十三五”中

期调整修编规划，标志着遂宁安居运输机场正式

迈入工程实施阶段。

“1600 余万方土石方填筑施工已于今年 4 月

初全部完成，现正在进行排水沟开挖、道槽区褥

垫层施工等。”遂发展项管公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预计今年 6 月前完成学院区招标工作。机场

建设后，机场附近配套设施也将逐步完善。

任务清单：加快推进遂宁安居机场建设,4月完成土
石方施工G

牵头单位:

市交通运输局

责任单位:

大英县政府、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

局 、市 自 然 资 源 和 规 划 局 、市 生 态 环 境

局、市林业局、市水利局、市交投公司

项目简介：

遂 宁 至 天 府 国 际 机 场 快 速 通 道

（S401+S307大英至简阳段改建工程）起于

遂宁中环线新桥镇，经遂宁市大英县、资

阳市乐至县至简阳接金简黄快速通道至

新机场，全长 120公里，新建 73.16公里，按

一级公路建设，估算总投资约 95 亿元（其

中遂宁段 49.96 公里，利用 G350 计 20.5 公

里，新建 29.46公里，估算投资 38.3亿元）。

推进计划：

据市交通运输局建管科相关负责人
介绍，项目已被纳入交通运输厅、省发改
委《四川省普通干线公路“十三五”建设
项目清单》。可研编制单位 4 月 9 日分别
发函大英县、乐至县、简阳市征求路线方
案意见。截至目前，大英县已回函确认
了路线走向。项目可研批复前置 5 要件
编制单位招标工作已于 5 月 6 日完成。

任务清单：加快推进遂宁至天府国际机
场快速通道前期工作,确保完成工程可行
性研究报告

H

任务清单：积极对接将遂渝高速公路扩容项目纳入《四川省高速公路网规划(2014~
2030年)》中期调规,力争启动前期工作E

牵头单位:

市交通运输局

责任单位:

船山区政府、安居区政府、市发改委、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市林业局、市水利局

项目简介：

项目全长 148 公里，主要途经重庆合川区、铜

梁区、潼南区和遂宁市，其中遂宁段 37 公里，估

算投资 48.1 亿元。

推进计划：

项目建设可缓解遂宁城区绕城高速交通压

力，将对成遂渝高速走廊带的人流、货流起到明

显提速增效作用。

据市交通运输局规划科相关负责人介绍，现

已将该项目申请纳入《四川省高速公路网规划

（2014 年-2030 年）》中期调规，待省政府批复后

启动前期工作。

牵头单位:

船山区政府

责任单位:

市交通运输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市林业局、市水利局

项目简介：

通港大道是遂宁港连接遂宁高新区、高新区

船山园区、蓬溪县金桥新区和城区西山路南延

线的主通道，承担了全区南向发展和缓堵保畅

的骨干路网功能。项目路线全长 10.8 公里，按照

一级公路兼顾市政功能进行设计，设计时速 60
公里 /小时，分为 A、B、C 三段建设实施，预计总

投资 12.97 亿元。

推进计划：

“项目 A 段的勘察设计单位目前已基本完成

施工图设计。B、C段已通过公开招投标确定施工

单位，目前各参建单位已进场，正在开展路基施

工。”船山区发改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通港大道是

一项重大交通工程、民生工程，将极大改善沿线

村民生活条件，促进村集体和村民经济收入。

任务清单：加快推进船山区至遂宁港通港大道建
设,完成龙凤高速出口至老池段路基工程I

牵头单位:

市交通运输局

责任单位:

船山区政府、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
局 、市 自 然 资 源 和 规 划 局 、市 生 态 环 境
局、市林业局、市水利局、市经济合作局、
市交投公司、明星电力公司

项目简介：
涪江复航（一期）项目包含老池港、

三星船闸及航道整治工程等项目，估算
总投资 20.8 亿元。项目建成后，可实现

涪江通航 500 吨级船舶。老池港共设计

12 个泊位，一期拟建 4 个 500 吨级泊位，

中洪水兼顾 1000 吨级船舶；三星船闸补

建工程按Ⅳ级航道标准，有效尺度：120*

12*3.5（长*宽*门槛水深），单向通过能力

68 万吨，远期 204 万吨；航道整治工程整

治三星船闸下游 10 公里航道。

推进计划：

据介绍，遂宁涪江复航项目已被列

入《四川省“十三五”交通综合规划》，涪

江被纳入全省“5+2”航道体系，遂宁港被

纳入“6+6”现代化港口体系。2017 年 12
月，市政府成立涪江复航推进领导小组，

由市交投公司担任项目前期工作业主。

目前，项目已基本完成工程可行性

研究报告编制及选址意见书、用地预审、

行洪论证、通航论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等专题报告编制。下一步，将全力推进

涪江复航整体进度，确保与涪江重庆段

同步通航。

牵头单位:

遂宁高新区管委会、安居区政府

责任单位:

市交通运输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

项目简介：

遂安快速路长约 15 公里，其中中环线至车管

二所段长约 4.2 公里，于 2014 年完成改扩建，现道

路红线宽 40 米，双向 6 车道；车管二所至安居玉

机路段长约 10.8 公里，宽 18 米，双向 4 车道。

推进计划：

目前，遂宁高新区管委会已委托中规院进行

国土空间规划，规划将对该段道路进行拓宽改

造，计划年底完成项目建设前期准备工作。

任务清单：加快推进遂安快捷通道(高新大道)拓宽工程前期工作,年内完成工程
可行性研究报告,力争取得立项批复K

牵头单位：

安居区政府、大英县政府

责任单位：

市交通运输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市林业局

项目简介：

S209 安居到大英公路连接安居和大英，其中

安居段工程位于安居区西南部，道路全长 13.38
公里，路基宽 12 米，路面宽 11 米，按公路二级技

术标准设计，设计时速 60km/小时，沥青混泥土路

面，概算总投资 2.54614 亿元（其中建安费 1.83997
亿元）。大英段公路项目全长约 54 公里，二级公

路，路基宽 8.5 米，沥青混凝土路面。

推进计划：

S209 安 居 到 大 英 公 路 建 设 安 居 段 项 目 于

2017 年 11 月复工，目前路基已完成 82%，桥涵已

完成 78%。

“计划于 2019 年底前路基完工，沥青路面完

成 15%，并于 2020 年完工通车。”安居区交运局工

程股股长何晓明介绍，路线于补家蛇岭处接遂资

高速公路白马互通。

目前，项目大英段工程正进行可行性研究报

告编制。

任务清单：加快推进 S209安居到大英公路建设，完成安居段路基施工、大英段
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L

牵头单位:

遂宁经开区管委会

责任单位:
市交通运输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市生态环境局、市林业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项目简介：

遂宁市凤台新区高架路项目建设属于遂宁

中环线项目建设的一部分，项目总投资 8.0528 亿

元，本项目建设里程 3.32 公里，道路红线宽 43
米-86 米，主线高架双向六车道加地面辅导双向

六车道。沿线设上跨 S205 菱形立交一座，上跨遂

州北路三层菱形立交一座，灯控平交口 9 处。

推进计划：

项目已累计完成投资 3000 万元，占年度计划

20000 万元的 15%，4 月完成清表 10 万平方米。

项目计划 5 月完成投资 300 万元，计划完成工程

量清表 5000 平方米、软基换填 10000 立方米。

当前，该项目针对起点至 K2+100 新红线土地

未提供，红线内部分坟冢 未迁改；电力、通信、燃

气、水管未拆迁；混凝土用碎石和软基换填连砂

石无法采购等问题，已安排专人进行对接协调。

任务清单：加快推进中环线建设,启动凤台高架段建设M

牵头单位:

遂宁经开区管委会

责任单位:

市河东新区管委会、市交通运输局、市发展

改革委、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市

林业局、市水利局

项目简介：

袁家坝渡改桥项目计划总投资 12.5 亿元。

其中，道路等级为公路一级兼城市主干道，桥梁

总长 1888 米，主桥长 748 米，为双塔五跨钢箱梁

斜拉桥，主跨为 328 米，引桥长 1140 米，为等跨预

应力混凝土连续钢构桥，采用独桩独柱桥墩。

推进计划：

目前，该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600 万元，占年度

计划 2000 万元的 30%，今年 3 月已完成设计招

标，进入设计阶段。

根据项目推进计划，该项目 5 月 15 日前将完

成相关要件批复调整；5 月 20 日设计单位提交初

步设计送审稿，5 月 28 日完成图纸审查及修改。

该项目已安排专人对接相关职能部门，积极协调

尽快完成要件批复调整。

任务清单：加快推进袁家坝渡改桥前期工作,力争开工建设N

牵头单位:

遂宁经开区管委会

责任单位:

船山区政府、市交通运输局、市发展改革委、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利局、

市林业局

项目简介：

项目由遂宁经开区投资、省级补助，遂宁市

农网公司限公司承建，项目总投资约 4.5 亿元。

路线全长 2.764 公里，其中新建特大桥梁 1437 米

1 座，大桥 69 米 1 座，引道长 1.258 公里。

推进计划：

目前，该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4400 万元，占年

度计划 15000 万元的 29.3%。根据工程推进计划，

5 月计划完成投资 540 万元，完成桥梁桩基 65 根，

承台 4 座，系梁 6 座。项目当前正在抢抓汛期前

黄金施工时间，狠抓河道内下部结构施工进度。

任务清单：加快推进黄连沱渡改桥建设,完成路基填筑及部分桩基施工P

牵头单位:

船山区政府

责任单位:

市交通运输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利局、市林业局

项目简介：

田家渡大桥项目位于船山区老池乡与蓬溪

县高坪镇书房沟附近，全长 774 米，桥宽 21 米，主

桥为 102+170+102 米三跨变截面连续刚构桥，共

长 374 米；引桥采用小箱梁桥，跨径布置为 10×
30、3×30 米，概算总投资 1.8 亿元。

推进计划：

“项目已完成投资 0.97 亿元。”据船山区交通

运输局相关人员介绍，目前，项目已完成桩基 69
根，墩柱 27 根，系梁 13 根，盖梁 9 片，AO 承台浇

筑，P11、P12 桩基全部完成。该项目 2019 年计划

完 成 投 资 1 亿 元 ，预 计 2019 年 完 成 主 体 工 程

70%，2020 年 6 月全面完工。

任务清单：加快推进田家渡渡改桥建设,主体完成 70%O

牵头单位:

市河东新区管委会

责任单位:

市交通运输局

项目简介：

项目道路主线全长 2.1 公里，标准横断面宽

度 50 米，设计速度 50km/h。被交中环线标准横

断面宽 33.9 米，设计速度 50km/h。匝道标准横断

面宽 15 米，设计速度 30km/h。
推进计划：

“截至 4 月底，水寨门跨线桥项目已完成全部

桥梁的下部结构施工，主线现浇梁已完成 5 幅，

占设计总量 16 幅的 32%，路基填筑 49 万方，占设

计总量 68 万方的 72%。”中建六局水寨门跨线桥

项目执行经理曹宝成表示，下一步，将不断优化

施工组织、调整施工安排，全面展开现场施工，确

保按期完工。

任务清单：加快推进河东水寨门跨线桥项目,确保年底前完工Q

任务清单：加快推进老池港、三星船闸及
其下游航道整治工程前期工作,确保完成
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J

本版采写 全媒体记者 杜林德 唐静 陈醒 何飞 李佳雯 杨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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