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十四五”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印发——

到2025年率先建成交通运输现代化示范区
近日，《江苏省

“十四五”综合交通
运输体系发展规划》
（以下简称《规划》）
由省政府办公厅正
式印发实施，今后五
年江苏交通运输发
展有了行动指南。
《规 划》提 出 ，到
2025年江苏率先建
成交通运输现代化
示范区，基本实现
“32121”目标，即：
3小时通达全国主
要城市，省域设区市
间 2 小时通达，南
京、苏锡常都市圈1
小时通勤，社会物流
总费用与GDP的比
率下降 2个百分点
左右，力争完成投资
1万亿元。

太仓港

“十三五”江苏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实
现新突破

全省公铁水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累计完成投
资6293亿元，是“十二五”时期的160%。铁路、航
空、过江通道等领域补短板步伐加快，综合交通网
规模新增5000公里以上，总里程达18.7万公里。
过去五年，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江苏交通
运输行业圆满完成“十三五”规划的主要目标和任
务，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实现新的突破，为高水平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提
供了有力支撑。

回望近五年，亮点纷呈：徐宿淮盐、连淮扬
镇、盐通、沪苏通一期等铁路建成通车，“三纵四
横”铁路主骨架基本形成，12个设区市通高铁，
设区市全部通动车。7个设区市开通或在建城
市轨道交通。铁路总里程达到4204公里，其
中，高速铁路2215公里，较2015年增长158%，
从“十二五”末全国第14位跃升至全国前3位。
全省9个运输机场均实施新一轮改扩建，全部
实现一类口岸开放，客货运保障能力分别达到
7230万人次和170万吨，较2015年分别增长
20.5%和13%。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完成T1航
站楼改扩建，实现了双航站楼、双跑道运行。建
成沪苏通、五峰山2座公铁两用长江大桥和南
京江心洲公路长江大桥，开工建设龙潭等6座
过江通道，过江通道累计建成17座，实现隔江
相望的设区市之间直通。干线航道里程、亿吨
大港数、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等多项水运指标
居全国第一。率先实现行政村双车道四级公路
全覆盖，9个县被授予“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
称号，居全国前列。行政村镇村公交基本实现
全覆盖，快递服务行政村通达率100%，社会物
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下降至13.8%，比全国
平均水平低0.9个百分点。绿色交通示范省份
通过交通运输部验收。在2020年全国“信用交
通省”建设评估中获得第一。入选全国第一批
交通强国建设试点……

“十三五”时期，江苏交通运输发展硕果累
累。但对照高质量发展要求，江苏交通运输发
展还存在着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如：枢纽能级
有待增强，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机场群和港口群
资源配置能力不强。综合交通网络布局仍需完
善，网络韧性还需加强。各种运输方式间一体
化融合发展程度不够，旅客联程运输、货物多式
联运发展水平不高，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和均
等化水平仍需提升。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仍然处于重要
战略机遇期，并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省委、
省政府明确‘十四五’时期交通建设仍然是我省
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经济社会发展对交通运
输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业内人士指出，对
于江苏交通而言，“十四五”时期，践行在改革创
新、推动高质量发展上争当表率，要求更高质效
支撑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坚持创新作为引领发
展的第一动力，更加突出理念、制度、技术创新，
以交通运输的高质量发展支撑引领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践行在服务全国构建新
发展格局上争做示范，要求全面加快构建现代
交通物流体系，聚焦扩大循环规模、提高循环效
率、增强循环动能、保障循环安畅、降低循环成
本，打造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战略支点和国内国
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枢纽。践行在率先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上走在前列，要求高标准谋划江
苏交通运输现代化示范区建设，率先推动苏南
地区基本实现交通运输现代化和全省范围交通
基础设施基本现代化，基本实现“并跑”，部分实
现“领跑”，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建设人民满
意交通，当好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着力推动实现交通运输“八个转型八
个新”

面临新形势和新要求，“十四五”时期，江苏
交通如何发展？

业内人士表示，“十四五”时期，江苏交通将
以交通强国建设为统领，以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
发展为主题，以交通运输现代化为目标，以深化
交通运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建设人民
满意交通为目的，推动基础设施立体互联、运输
服务一体融合、治理体系现代高效，建设安全、便
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打造交通运输现代化示范区，为“争当表率、争做
示范、走在前列”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重
点实现交通运输“八个转型八个新”，即：

——实现基础设施向强通道、强网络转型，
以基础设施的新跨越支撑新发展格局。

——实现货物运输向降成本、增效能转型，

以物流网络的新活力保障现代流通体系。
——实现客运服务向强枢纽、便换乘转型，

以幸福交通的新高度满足公众出行需求。
——实现科技信息向促创新、促产业转型，

以智慧交通的新成效增添发展动能。
——实现生态环保向增绿色、减排放转型，

以美丽交通的新亮点展示美丽江苏风景。
——实现安全监管向抓本质、抓预防转型，

以平安交通的新成果拓展平安发展新局面。
——实现行业治理向重信用、依法治转型，

以治理体系的新台阶夯实行业发展基础。
——实现自身建设向强党建、强文化转型，

以行业文明的新提升展示交通形象。

率先建成交通运输现代化示范区

到2025年，江苏将基本建成具有世界级城
市群特征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基本形成城乡一
体、区域协同、国内畅通、国际通达的现代综合运
输服务体系，实现智慧绿色平安交通走在全国前
列，交通运输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全
国领先，率先建成交通运输现代化示范区。

业内人士表示，“十四五”时期，围绕江苏省
委、省政府明确的“积极打造交通运输现代化示
范区”以及“因地制宜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苏南地区要成为全国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的先行军”要求，综合考虑我省各地资源禀
赋和发展基础不同，《规划》提出力争完成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1万亿元，争取苏南地区率
先基本实现交通运输现代化，全省范围内以高
速铁路、城际铁路、高速公路、新型枢纽为代表
的交通基础设施基本实现现代化。

建设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

“十四五”时期，江苏交通将以补短板、重衔
接、优网络、提效能为重点，建设公铁水空管一
体融合、水运优势特色鲜明的现代化综合立体
交通网，支撑打造“一中心一基地一枢纽”。

增强综合运输通道能力——重点提升沿
江、沿海、京沪辅助、宁连宁黄、通苏嘉、盐泰锡
常宜、连宿合综合运输通道能力，完善京沪（沪
宁）、宁杭宁洛、陆桥、徐宿淮盐、沿淮、宁合运输
通道设施配置，支撑“六轴七廊八通道”国家综
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设和省域一体化发展。

强化双向开放枢纽功能——重点推动宁镇
扬、苏锡常通泰盐、连徐淮宿三大枢纽板块建设，
南京建设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打造苏州-无
锡-南通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布局建设连云
港-淮安-徐州综合性物流枢纽，完善客货运枢纽
场站布局，推动客运“零距离换乘”和货运“无缝衔
接”。到2025年，建设40个左右综合客运枢纽，
覆盖75%左右县级及以上城市，建设20个以上多
式联运型货运枢纽场站项目，覆盖70%左右沿江
沿海重点港区和所有国家内河主要港口。

提升综合交通网络效能——统筹存量与增
量、传统和新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建成发
达的快速网、完善的干线网和广泛的基础网。
推进各种运输方式一体化融合发展，提升交通
运输网络效能。

——基本建成“轨道上的江苏”。重点推进
国家“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在江苏境内落地，
构建便捷联系长三角区域的城际铁路网，提升
南京首位度、建设“米”字形高铁网，建设城市群
城际铁路和市域（郊）铁路网，加快完善铁路货
运网络，推进城市轨道交通线网建设。重点建
设沪渝蓉沿江高铁上海经南京至合肥段、南京
至宣城铁路、上海经苏州无锡至常州城际铁路、
新长铁路扩能改造等项目。到2025年，高速铁
路约3000公里，覆盖所有设区市和90%左右县
（市），城市群城际铁路和市域（郊）铁路运营和
在建力争达到1000公里，城市轨道交通（不含
S线）达到1000公里。

——共建长三角世界级机场群。重点建设
南京禄口国际机场三期工程，支撑南京国际性综
合交通枢纽城市建设。推进苏南硕放区域性枢纽
机场建设，开工建设南通新机场等。到2025年，
机场保障能力力争达到1.2亿人次和250万吨。

——加快过江通道建设。突出复合型过江
通道建设，包括江阴第三、海太等过江通道。推
进跨江城镇组团协调发展，建设龙潭、常泰等过江
通道。缓解过江通道能力紧张，建设南京上元门、
宁仪城际等过江通道。到2025年，累计建成23
座，实现隔江相望的县（市）均有过江通道联通。

——建设世界一流港口群北翼，重点加快
建设南通通州湾长江集装箱运输新出海口、连
云港港新亚欧陆海联运出海口，支持盐城打造
淮河生态经济带出海门户，推进沿江港口码头
升级改造和结构调整，以及内河码头整合提升、

布局优化。到2025年，港口综合通过能力达到
25亿吨，集装箱通过能力达到2000万标箱。

——建设通江达海的干线航道网。重点加
快建设京杭运河绿色现代航运综合整治工程，
畅通内河集装箱运输通道，强化省际互联互通，
建设通江达海的水水联运网络。到2025年，千
吨级航道里程约2700公里。

——完善公路基础网络。重点推动拥堵路
段扩容改造、城镇化地区干线公路快速化改造，
提升省际公路互联互通水平，推动重大枢纽集
疏运道路建设。到2025年，高速公路通车里程
约5500公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达到1.3万公
里，乡乡都有美丽农村路，自然村步行5分钟上
等级公路，建成“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省。

提升现代综合运输服务水平

“十四五”时期，预计江苏客货运输总量持续
增长但增速放缓，客运高品质、多样化、个性化特
征和货运高价值、小批量、时效强的特征将更加
凸显，江苏交通将加快打造城乡一体、区域协同、
国内畅通、国际通达的现代综合运输服务体系。

——增强国内运输能力，以高铁和城际铁路
客运发展为重点打造便捷多样的客运服务，以运
输结构调整为抓手推动货运物流降本增效，大力
发展旅客联程联运、货物多式联运，畅通国内循
环、区域循环。到2025年，铁路客运量占比超过
30%，内河集装箱运量超过130万标箱，力争集
装箱多式联运量年均增长10%以上，社会物流总
费用与GDP的比率下降至11.8%左右。

——补齐国际运输短板，重点加快构建以
航空、海运、铁路运输为核心的海陆空立体运输
系统，保障国际循环畅通。到2025年，重要贸
易国家和地区民航通达率达90%，基本实现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主要国家（地区）海运航
线全覆盖，中欧班列年开行量超过2200列。

——优化城市交通服务，重点提升城市公
交服务品质，构建城市绿色物流配送体系。到
2025年，力争新增3个国家公交都市建设示范
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上的城市建成区基
本实现公共交通站点500米全覆盖。

——完善城乡运输服务，重点推进城乡客
运一体化发展，提升农村物流服务水平。到
2025年，80%以上县（市、区）完成城乡公交一
体化达标建设，毗邻县（市、区）公交通达率超过
98%，所有县（市、区）基本完成农村物流达标建
设，主要品牌快递服务行政村通达率100%。

推动智慧绿色平安交通建设

“十四五”时期，重点提升交通运输智慧、绿
色和平安发展能力和水平，支撑数字江苏、美丽
江苏、平安江苏建设。

——加强智慧交通建设。推动交通基础设
施智能网联，完成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
路智慧升级约1200公里，干线航道智慧升级约
700公里。完善公众出行和货运物流智能化应
用体系，开展城市级出行即服务（MaaS）试点，
推动交通移动支付应用场景100%覆盖，推动多
式联运数据交换平台建设，推进政务信息系统
整合。以举办苏州第29届智能交通世界大会
为契机，率先形成自动驾驶技术商业化应用示
范，打造智慧交通产业高地。

——推进绿色交通建设。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扎实做好交通运输碳达峰碳中和各
项工作。制定并实施《江苏省交通运输碳排放
达峰行动方案》。加快运输结构调整，积极推动
大宗物资和中长距离货物运输“公转铁”“公转
水”。倡导绿色低碳出行，开展绿色出行城市创
建行动，实现城区人口100万以上的城市中心
城区绿色出行比例超过70%。推广绿色装备，
新增或更新的公交、出租、物流配送等车辆中新
能源汽车比例不低于80%。到2025年，营运货
车和货船单位运输周转量二氧化碳排放比
2020年均下降3.0%，建成8－10个近零碳交通
示范区。

——深化平安交通建设。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统筹发展与安全，深化平安交通建
设。深入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道路运输事
故死亡人数下降20%以上。全面落实安全生产
责任制，行业安全生产重大风险管控率达到
100%。持续提升交通运输网络系统韧性和安
全性，实施公路事故多发路段综合治理、普通国
省道精细化提升和农村公路安防等工程。完善
应急体系，提升抗风险能力，实现综合交通运输
应急救援信息系统省市级建成率100%。

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重点通过优化政府治理、完善市场治理、增

强社会治理，形成“三位一体”相互协调、共建共
治共享的交通运输治理格局，以交通高效能治
理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群众高品质生活。深
化交通运输管理体制机制、规划体系、投融资体
制等重点领域改革。强化法治交通建设，健全
综合交通法规制度体系，打造具有江苏特色、行
业亮点的综合执法改革品牌，交通执法“四基四
化”达标率力争达100%。打造“信用交通省”

“信用交通城市”品牌，创建5个信用交通城市，
重点领域信用监管全覆盖。强化科技创新引
领，加大科技攻关力度，提升交通运输领域核心
技术自主可控水平，交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70%以上。完善标准体系建设，加强长三角区
域交通标准领域合作互认。加强人才队伍建
设，高技能人才达到技能劳动者总量的30%。
以大运河文化带、“四好农村路”等为重点，打造
文化内涵丰富的交通工程。

打造交通强国建设江苏十大样板

江苏是交通强国建设第一批试点省份，《规
划》创新性地将“加快推进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工
作”作为单独一章重点任务进行部署，统筹推
进、突出重点，深入开展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工
作，着力打造交通强国建设江苏十大样板，持续
深化样板新内涵。

——打造“一带一路”交通标杆示范项目样
板，增强东西双向开放能力，支撑“一带一路”交
汇点建设。基本建成南北“两大出海口”、物流

“金三角”。其中，连云港港国际枢纽海港功能
显著提升，实现30万吨级航道通航。南通通州
湾长江集装箱运输新出海口开港运营，实现10
万吨级航道通航。建成徐州国际陆港铁路货运
功能区项目。强化淮安涟水国际机场货运枢纽
功能，基本建成淮河生态经济带货运枢纽机场。

——打造长江经济带运输结构调整样板，
推动陆海统筹、江海联动，支撑“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公铁水、海江河多
式联运体系建设全国示范，成为“物流费用洼
地”和“物流发展高地”。南京、苏州、南通等国
家主要港口全面实现铁路进港，集装箱铁水联
运量年均增长15%以上。

——打造航运特色鲜明的大运河文化带样
板，成为全国内河航运标杆，支撑“水韵江苏”建
设。建设顺畅运河，推动电子航道图全覆盖，通
航保证率达98%以上，运河货物通过量较2020
年增长25%以上。

——打造综合交通运输改革发展样板，支
撑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综合交通
运输发展的体制机制进一步优化，发展的内生
动力进一步增强。

——打造枢纽经济发展样板，为基本建成
“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奠定基础。
临空经济、临港经济、临铁经济等逐步成为新的
经济增长点，形成一批初具规模、具有全国示范
效应的枢纽经济区。

——打造交通引领城市群发展样板，支撑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和省域一体化发展。基
本建成“轨道上的城市群”，城市群地区高铁动车
覆盖85%的20万人口及以上城市，逐步迈向“没
有私家车也能便捷出行的城市群和都市圈”。

——打造交通服务乡村振兴样板，助力农业
农村现代化。推进全国“四好农村路”示范县、市、
省建设，“农村公路＋”发展模式成为全国示范。

——打造创新驱动发展样板，推动交通运
输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为数字江苏建
设提供支撑。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智慧交通
基础设施和全国领先、全省统一的智慧路网云
控平台，实现智慧交通产业规模进入全国前三。

——打造平安交通发展样板，实施科技兴
安工程，支撑平安江苏建设。高标准平安交通
体系逐步完善，较大及以上事故得到有效遏制。

——打造交通品质工程样板，提升“十年路
面百年桥”品牌优势，支撑质量强国建设。基础
设施质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实现建设优质耐
久安全可靠工程，组织20年以上长寿命路面攻
关及试验段应用，推动“制造变创造”。

南京禄口国际机场 T1、T2
航站楼运行全貌

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

四好农村路

淮安东站

江苏省（苏州）国际铁路物流中心
中欧班列——苏州自贸区专列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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