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遇交汇叠加战略支撑强劲
轨道交通资阳线成为全省首条跨市城际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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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资阳线的开工建设，如一枚灿烂的烟花，引爆了资
阳综合交通枢纽的加快布局和建设。

记者从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今后一段时期，资阳交通发展
的总体思路是：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德眉资同城化
的发展历史机遇，按照“联动成渝、全面开放、市域一体、共建共
兴”的总体思路，以成都天府国际机场为核心、轨道交通为重点、
高速公路和快速通道为骨干，农村公路为基础，加快构建“7高11
轨16快’综合交通网络，着力构建集航空、铁路、公路为一体的现
代物流体系。加快形成“内畅外联、贯通成渝、连接全国、畅达全
球”的立体综合交通运输网络，有力支撑成都东部新区资阳协同
区建设，全面融入“成都半小时”、“重庆一小时”经济圈，促进资
阳全城全面开放，提升资阳在成都都市圈、成都平原经济区和成
渝城市群的地位和作用。

与此同时，资阳交通将充分发挥成渝直线主轴、毗邻天府国
际航空枢纽地理优势，依托成资同城化空港物流、轨道交通、高
快速路“三张网”，全面融入成都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共同做强
东向、南向门户，建成都东部“空铁公”综合交通枢纽，打造成渝
中部最大中转换乘和物流集散中心。

随着轨道交通资阳线引爆资阳综合交通枢纽建设，资阳还
将通过哪些举措和谋划，将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从而搭乘
上“轨道上的资阳”这列快车？

今年 11月 17日，在成都召开的资阳市投资推介会暨项目签
约仪式上，资阳具备的 4个关键词“双门户”“同城化”“新高地”

“大舞台”尤为引人注目，这些关键词精准总结出资阳面临的发
展机遇、特色和发展方向。

在“双门户”方面，资阳是成渝门户枢纽，西迎成都、东接重
庆，既位于成渝发展主轴，又属于成都“主干极核”的重要板块，
是唯一同时连接成渝“双核”的区域性城市。

在“同城化”方面，资阳将深入落实中央和省委战略部署，举
全市之力推进成资同城化率先突破，谋划实施 1300余个同城化
项目，推动规划布局、高效通勤、产业协作、公共服务共享和生态
环境共保取得积极成效，推进同城化、融入双城圈，争当贯彻国
省战略的“排头兵”。

在“新高地”方面，将联动成都东部新区共建成资临空经济
产业协作带。市委四届十次全会提出建设“以临空经济为特色”
的同城化率先突破区，并明确“打造面向国际的临空经济创新发
展高地”。成资临空经济产业协作带规划面积约7263平方公里，
其中资阳 3057平方公里，包括中心城区及雁江、乐至全域，并将
安岳作为拓展区，实现成都“东进”与重庆“西拓”无缝对接，打造
产业集聚高地、改革创新高地、全面开放高地。

在“大舞台”方面，资阳将着力推进同城化、融入双城圈，重
点抓好资阳临空经济区、资阳高新区、雁江工业集中发展区、安
岳经开区、乐至经开区等载体建设。

“轨道交通资阳线是成资同城化发展的标志性项目，凝聚
着两地干部群众的辛勤汗水，也承载着两地干部群众的热切期
盼。”资阳市委书记廖仁松表示，资阳将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谋
划推进轨道交通建设，有力有序做好各项工作，让轨道交通资
阳线发挥好推动成资同城化发展、促进成资各领域交流、便捷
成资老百姓出行的作用，真正成为成资两地干部群众的连心
桥、同心桥。

我们看到，资阳正在加快建设成渝门户枢纽、临空新兴城
市，正以天府国际机场为依托，以轨道交通资阳线建设为契机，
着力构建立体综合交通枢纽，布局特色优势产业，加速形成资阳
发展优势。相信，资阳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轨道交通资阳线正式开工——

成资同城化迈入“轨道同城”新阶段
□ 全媒体记者 胡佳音

“刷屏了！刷屏了！”“动工破土，轨道交通资阳线5年
梦圆终实锤！”连日来，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令多少资阳人
欢呼雀跃、满怀期待！

2020年11月27日，是注定将被载入资阳发展史册的一个重
要时间节点——

这一天，在成都天府国际机场附近的轨道交通18号线福田站，轨
道交通资阳线正式破土动工。铁轨将从这里出发，冲破市域界线，进入资
阳市。

这一天，380多万资阳人翘首以盼5年的轨道交通资阳线，让资阳这座
“轨道上的城市”呼之欲出。

这一天，轨道交通资阳线作为四川省首条跨市城际轨道交通线进入实际建设
阶段，标志着成资同城化迈入“轨道同城”新阶段。

人们不禁要问：全省首条跨市城际轨道为什么是
轨道交通资阳线？答案是：机遇交汇叠加、战略支撑
强劲。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国家重点区域发展战略，饱
含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成渝地区的深切
关怀和殷殷嘱托。

四川省委将成德眉资同城化作为推动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支撑性工程和“一干多支”发展战
略的牵引性工程，把“一干”从“成都”扩展升级为“成
德眉资”，明确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成资同城化率先
突破。

成都强力“东进”、重庆加快“西拓”，资阳作为联动
成渝的“双门户”，战略地位、区位优势空前提升。

资阳市委抢抓机遇、顺势而为，作出了坚持成资同
城化战略支撑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决
定，推动“加速同城化、共建双城圈”强劲开局起步。

战略背后，是发展机遇。
2015年 9月 2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同意成渝

城市群城际铁路建设规划方案。方案的示意图里，那
条从成都市出发，经天府国际机场直达资阳市的蓝线，
就是后来轨道交通资阳线的雏形。

如今，最终迎来了这条轨道线的开工建设，让资阳
市民为之振奋为之欣喜。

今年，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启动建设，成资
同城化加快推进，轨道交通资阳线项目也步入了快
车道——

4月，项目可行性报告正式报省发展改革委审批立
项；5月，项目可行性报告通过省发展改革委组织的专
家审查会；7月，成资两地签署《共享成都“东进”建设势
能 共促成资同城化率先突破 共建成渝相向发展先行

示范区合作协议》，并在此基础上签订了《市域铁路 S3
线（轨道交通资阳线）共建共管合作协议》，为项目顺利
获批以及项目后期规划、建设、运营及相关工作的顺利
推进扫清了障碍。随即，省发展改革委批准项目可行
性报告，同意立项实施；11月，正式破土动工……

据悉，轨道交通资阳线起于天府国际机场南侧的
成都轨道交通18号线福田站，经资阳临空经济区、资阳
高新区、雁江区，止于成渝客专资阳北站。全长约38.7
公里，工程总概算约 129 亿元，预计 2024 年底建成通
车。采用地面、高架和地下相结合的敷设方式，全程共
设置车站 7座，其中高架站 3座（福田站、吕家咀站、临
空经济区站），地下站4座（娇子大道站、苌弘广场站、宝
台大道站、资阳北站）。该线路将采用市域A型车，列
车最高运行时速 160 公里。到 2027 年预计客流量 5.6
万人次/日，2034 年预计客流量 11.05 万人次/日，2049
年预计客流量13.66万人次/日。

轨道交通资阳线具备四大亮点——
亮点一：落实成渝城市群建设、促进成资同城化发

展的要求，实现成都、资阳同城化，推动成都市、资阳市
共同发展，高质量发展。

亮点二：利用“TOD”发展模式，引导沿线城镇空间
布局，促进资阳市对接东部新区、天府新区，完善综合
交通网络，构建成资综合交通体系。

亮点三：创建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提升城
市形象，推动成资同城化发展，建设成都国家中心城
市、发挥核心带动功能。

亮点四：实现空铁联运、扩大成都天府国际机场辐
射范围、提升机场配套服务的需要，将有力地支撑天府
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东部新区建设，同时提升机场陆
侧交通配套，提高交通接驳服务水平，促进落实成渝城
市群规划。

轨道交通资阳线的建设之于资阳，有着怎样的
意义？

——资阳与成都、重庆联系更加紧密。随着党
中央作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大战略，
省委将成德眉资同城化作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的支撑性工程和“一干多支”发展战略的
牵引性工程，市委加快推动成资同城化率先突破、
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都强力“东
进”、重庆加快“西拓”，资阳作为联动成渝的“双门
户”，战略地位、区位优势空前提升。

——资阳“十四五”时期的重要标签。资阳市
发展改革委主任曹汉卿表示：“资阳作为成都近邻、
成渝通衢，其独特的区位条件决定了资阳在成都都
市圈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当中都不会缺席，也不
能缺席。”他说，2015年，成渝高铁通车，让资阳进入
了高铁时代。今天，立足成渝，资阳正全力打造成
都东部枢纽、成渝双城门户，当地重点推进的轨道
交通项目正呈井喷之势加快推进——成自高铁也
已全面开工，将于 2023 年 8 月建成运营；成达万高
铁已经通过可研批复，即将于年底启动建设；成
渝中线高铁已经完成报批，预计在年内获可研批
复；成都外环铁路和绵遂内铁路已启动前期工
作，计划于近年陆续开工建设；除轨道交通资阳
线以外，成资间的市域铁路 S14 线及 S17 线也被
提上了日程……曹汉卿表示，轨道建设，将是资阳

“十四五”时期的重要标签。目前，资阳市共规划
11 条轨道交通。到 2025 年，全市轨道交通新增里
程约 216 公里，运营总里程超过 300 公里，轨道交
通覆盖密度跃居全省前列。

——成资同城化的最大标志。“轨道交通最大
的特点是运量大，受自然气候影响较小，通勤时间
准确可控，出行更方便，必然是城市公共交通发展
的首选。”资阳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郑勇表示，轨道
交通资阳线，是成资同城化的最大标志，亦是打造
成都都市圈轨道交通上的都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真正意义是实现“同城同网”（主要指高快速网、轨

道交通网和农村基础网。）
——拉近了成资两地的时空距离。轨道交通

资阳线建好后，从资阳北站经轨道交通资阳线到天
府国际机场大约40分钟。加上公交化运营班次多，
可以真正实现“工作在成都、生活在资阳”，或者是

“工作在资阳、生活在成都”的美好愿景。郑勇表
示，轨道交通资阳线在成资同城化建设中起到举足
轻重、最为基础的作用，也是资阳构建“成资 1小时
通勤”“资渝1小时通达”“市域1小时通畅”等3个“1
小时交通圈”的有力支撑。

——双城经济圈战略迈出关键一步。市发展
改革委副主任卿明彬表示，成资同城化是全市工作
的重中之重，也是落实成渝双城经济圈战略的重中
之重，是省委“一干多支”战略的丰富与落实。作为
标志性引领工程的轨道资阳线的开工，让资阳在双
城经济圈战略中迈出了关键一步。他说：“要想富、
先修路。轨道交通资阳线不仅丰富了资阳的综合
立体交通路网，更拓展延长了天府国际机场功能，
丰富了资阳城区的空间优化，成为利当前、利长远
的民生大事。”

——资阳市民收获满满的幸福感。“坐着地铁
去成都，肯定是喜大普奔的好事啊！”轨道交通资阳
线的开工建设，让无数资阳市民为之感慨、为之振
奋。市民周玉兰表示：“我爷爷那一辈去成都要走
几天路，到我这辈时有了火车，后来开通了高铁到
成都只要二十多分钟，以后还可以刷卡坐地铁去
成都，成资同城化的进程太快啦！”市民周抗美说：

“地铁开通将增加资阳招商引资的底气，企业多了
就业需求也更加旺盛。地铁带来的将不仅仅是交
通的便捷，是整座城市里里外外的改变！”市民张
玉婵说：“成都从东门到西门都要一两个小时，我
们资阳坐地铁去成都也差不多这个时间，真的是
有融入成都生活圈的感觉了。”成都市民郭伟表
示：“我是从成都到资阳做生意的。地铁通了肯定
方便啊，可以坐地铁直接回成都了。相信这能吸
引更多的人过来投资发展。”

轨道上的 无缝共筑成资同城 同城时代

公司大概30%都是成都人，平时
开车回家要2个小时，坐高铁可能要
一个多小时，轨道交通资阳线开通
后无论上班还是回家，大家都会方
便很多。

——四川恒和鑫口腔科技有限
公司质检经理赵明

轨道交通资阳线开通以后，可以
为成都到资阳的人才，提供一个很大
的交通便利，有这个便利，足以吸引
很多人到资阳发展。

——资阳开发区投资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李红

轨道交通资阳线的开通，意味着
资阳高新区全面融入成资同城化发
展迈出了更坚实的一步，不仅能够实
现高新区交通出行的多元化、便捷
化，更能为园区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
聚集人才、资金、信息、技术等要素。

——资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党
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曾波勇

轨道交通资阳线是资阳临空经
济区一条通达机场、连通成都，最快
捷、最经济的交通干线，这条干线的
建设有利于加快推进“空铁公”枢纽
建设，有利于加快人才、资金、信息、
产业向临空汇聚，有利于加快推动现
代化国际化国家级临空经济示范区
的建设。

——资阳临空经济区管委会副
主任李存

轨道交通资阳线自2016年酝酿
以来，经过多次磨合、酝酿，到今天基
本尘埃落定。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
丰富、规划好交通接驳，建立协同机
制，特别是统筹机制，力争轨道交通
资阳线早日建成、早日通车。

——资阳市发改委副主任卿明彬

很棒啊，现在发展越来越好了，
如果轨道交通修到这边来的话，生意
肯定会更好一点，对我们来说也是特
别棒的一个好消息。

——资阳万达广场某奶茶店经
营者辛先生

上世纪八十年代从资阳到成都
还只有燃气机车，路程将近 4 个小
时，如今资阳有了高铁，未来还将有
跨市城际轨道交通，交通工具越来越
先进，行程时间也在不断缩减，老百
姓出行是越来越方便了。

——市民刘女士

对轨道交通资阳线的开工，大家
都是非常开心的。相信以后出行将
非常方便，这也将有力促进成资同城
化，资阳的未来将更加美好。

——市民张若思

我们感到很高兴，资阳这 10 多
年变化相当大，现在走哪里都是四通
八达，太方便了，作为资阳人，我们很
骄傲，也很幸福。

——市民王成久

同城化率先突破 全面融入成渝
让资阳成为“轨道上的城市”

研究轨道交通资阳线规划建设

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范锐平在
成都会见了资阳市委书记廖仁松率领
的资阳市党政代表团一行。双方就市
域铁路轨道交通资阳线规划建设进行
了专题研究。

2020年4月1日

拟选站点调研

资阳市委书记廖
仁松现场调研轨道交
通资阳线临空经济区
拟选站点。

4月14日

宣布今年开工

2020年成都市首场
重大产业化项目集中签
约活动在成都锦城公园
举行。成都轨道交通集
团董事长胡庆汉宣布，成
都-资阳市域铁路轨道交
通资阳线将于今年开工。

4月16日

通过专家审查

轨道交通资阳线
工程可行性报告通过
省发改委组织召开的
专家审查会。

5月15日

进入地勘阶段

轨道交通资阳线工程已
进入地质勘察设计阶段，勘察
时间约两个半月，至8月结束，
形成地勘报告后，相关单位再
根据勘察数据进行详细设计。

6月

成立成都成资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为加强轨道交通资阳线工程建设
管理，成都轨道集团发起成立成都成资
轨道交通有限公司，负责全面落实资阳
线的建设管理等具体工作。

7月15日

成资签署共建共管协议

成都市政府与资阳市政
府签署《关于轨道交通资阳线
共建共管协议》，两市将规划
建设轨道交通资阳线。

7月27日

项目正式立项

省发改委批复轨
道交通资阳线工程可
行性研究报告，项目
正式立项。

7月28日

发布线路情况

成都轨道集团对外发布轨
道交通资阳线线路情况。线路
全长约38.7公里，共设置车站
7座，其中高架站3座（福田站、
吕家咀站、临空经济区站），地下
站4座（娇子大道站、苌弘广场
站、宝台大道站、资阳北站）。

9月4日

征求环评意见

轨道交通资阳线
工程环境影响评价面
向公众征求意见。

10月15日至28日

项目正式招标

成都轨道交通集团
发布轨道交通资阳线工
程施工总承包项目招标
公告，轨道交通资阳线
工程正式招标。

10月27日
轨
道
交
通
资
阳
线

推
进
时
间
轴

启动前期工作

轨道交通资阳线等
一批市域铁路初步纳入
《成都平原城市群轨道
交通规划》近期规划线
路，并启动前期工作。

2019年12月

初步设计及概算获批

省发改委批复轨道
交通资阳线项目初步设
计及概算。

10月29日

环评报告公示

资阳市生态环境局
发布公告已受理轨道交
通资阳线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并按规
定对文件内容进行公示
征求社会意见。

11月2日

施工总承包中标公示

四川省公共资源交
易信息网对轨道交通资
阳线工程施工总承包项
目评标结果进行公示，中
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位
于中标候选人第一名。

11月24日

正式开工

轨道交通资
阳线工程正式开
建，预计2024年
底建成通车。

11月27日

干群激情展望

●福田站
位于在建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南端，南四线南侧，

金简仁快速路西侧，为线路始发站
●吕家咀站
位于福田站和临空经济区站之间，天府国际机场

东南侧，预留接入天府国际机场的条件
●临空经济区站
位于在建成资大道与规划道路交叉路口东南侧，

布置于成资大道路侧规划绿地内
●娇子大道站
位于资阳市内娇子大道与幸福大道交叉口处，沿

幸福大道呈南北向布置
●苌弘广场站
位于滨江路与马家巷交叉口西侧，沿滨江路东西

向设置
●宝台大道站
位于宝台大道与大地路交叉口南侧，沿宝台大道

南北向设置
●资阳北站
位于资阳北站站房及站前广场西北侧，宝台大道

与铁路站房连接的道路坡道下方，南北向布置，与资
阳北站、资阳北综合客运枢纽毗邻

●起于天府国际机场南侧的福田站，止于资阳市内的成渝客专资阳北站
●线路长38.7公里，设车站7座，工程预计2024年底建成通车
●车辆采用市域A型车，最高行驶时速160公里

轨道交通资阳线

7个站点这样设

福田站

吕家咀站

临空经济区站

娇子大道站

苌弘广场站

宝台大道站

资阳北站

轨道交通资阳线苌弘广场站效果图。

轨道交通资阳线娇子大道站效果图。

轨道交通资阳线资阳北站效果图。

轨道交通资阳线临空经济区站效果图。

毛家口站

天府机场北站

天府机场1号2号航站楼站

天府机场3号4号航站楼站

车辆基地

轨道交通资阳线线路示意图
制图/任成

（全媒体记者 陈维 于一波 贺紫涵
李虹蓓实习生 谭茜采写）

（李佳芮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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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资阳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