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座大桥，跨越天堑，拥吻苏南苏北；一条铁
路，纵贯南北，定格十字坐标。

这是一个注定被载入史册的日子。
2020年12月11日，随着首发列车第一声鸣笛，

连镇铁路淮镇段暨五峰山大桥正式开通运营。自
此，一列列动车从广袤的苏北大地驶入苏南，勾连
起长三角城市群，朝着“一带一路”倡议和沿海开发
战略的方向，飞驰而去。

桥与路，在连接与融合间，不断延伸；人与城，
在期许与梦圆后，激情奔跑。

虹起大江涌，逐梦新镇江。

一条铁路，定格十字坐标

今年70岁的朱裕皓，见证了镇江铁路事业的发
展与腾飞。

1977年，朱裕皓被招聘到镇江火车站工作，就
遇上镇江新客站建成，始发车“周恩来”号途经镇
江，邓颖超到场祝贺。

被列为沪宁线一等客运站的新站，让镇江进一
步成为苏中、苏北的门户。“那时苏北没有铁路，市
民乘火车都要先到镇江。”对当年镇江火车站的繁
忙景象，朱裕皓记忆犹新。

此后几十年，镇江拥有了高速铁路京沪高铁、
沪宁城际、宁杭高铁，普速铁路京沪铁路和镇瑞铁
路，交通枢纽地位日益彰显。而如此枢纽作用，从
现在又有新的不同。

“连镇铁路经我市丹徒区高桥镇跨越长江后，
主线往上海方向接入沪宁城际丹徒站，联络线往南
京方向接入沪宁城际镇江站。”市地方铁路建设办
公室副主任李海军说，随着这条高速铁路开通运
营，开启了镇江铁路史的崭新一页，也标志着“轨道
上的江苏”主骨架基本形成。

重点亦是难点。2015 年 10 月，连镇铁路镇江
段建设全面启动。这是连镇铁路建设难度最大、任
务最重、节点最多、工期最紧的一段，尤其是全线控
制性节点工程五峰山大桥整体都在镇江境内。

“这是镇江高铁‘十字’枢纽的重要‘一竖’。”李
海军的话语掷地有声。东西向的沪宁铁路与南北
向的连镇铁路在镇江交会，未来连镇铁路南延直通
杭州，由此形成标准的铁路“十字枢纽”。

连镇铁路建成后，镇江铁路总里程突破300公

里，其中高铁里程 220.6 公里，占全省总里程的
9.5%，名列全省前茅。连镇铁路与京沪高铁、陇海
铁路“无缝对接”，形成徐宿淮扬镇通道，具有京沪
高铁第二通道的重要作用。

在悠悠历史长河中，一条纵贯南北的京杭大运
河，成为江苏南北交通要道，承载着文明的发展进
程。如今，连镇铁路与京杭大运河并行，将助力镇
江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继续向前迈进。

一座大桥，一张中国“名片”

“建造一座留存永世的桥，是我一生的追求。”
在五峰山大桥总设计师徐恭义看来，留存永世，是
每个造桥人的梦想。

五峰山大桥，显然能够让他梦想成真。
2016年1月1日，从南主塔第一根钻孔桩稳稳

楔入地心的那刻起，在茅以升的家乡——镇江，终
于有了一座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世界级跨江大桥。

长江流至五峰山，水面变窄，海轮航道与内航
航道并行在这片水域上。要确保航道通航与安全，
一跨过江是大桥最好的选择。“从受力角度来讲，最
有利的桥型就是悬索桥。”悬索桥是徐恭义的设计
强项，但如此大跨度且高速公铁两用的悬索桥，全
世界都无先例。

自主研发、创新超越，成为大桥建设的关键词，
由此造就的10项“世界之最”，引领世界桥梁朝着大
跨度、高速方向发展，成为震撼世界的中国“名片”。

作为连淮扬镇铁路关键节点工程，五峰山大桥
全长6409米，主跨1092米，主桥设双层桥面，上层
是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设计时速为100公里，下层
为四线高速铁路(预留两线)，设计时速为250公里。

“大桥主缆直径达1.3米，为目前悬索桥世界之
最，没有现成的悬索桥施工装备可以使用，我们就
研制新装备。”高铁最怕的就是路基变形，1934米的
主缆，要保证轨道的稳定性，是件很困难的事，但在
中铁大桥局连淮扬镇工程项目部常务副经理陈明
眼中，这些都“不是事”。

首次采用轧制成型不锈钢复合钢板、首次采用
两节间大节段钢桁梁制造安装、世界上平面面积最
大的锚碇基础……一个又一个奇迹，无不见证着中
国日益强大的科技实力，也让五峰山大桥成为当代
桥梁界的璀璨之星。

梦想成真的不仅是徐恭义，还有承载大桥的这
方水土。

2019年1月5日，是高桥镇京江村下匡组村民
黄伟永生难忘的日子。又是一个雾蒙蒙的冬日，由
于天气原因，高桥汽渡照例停航。上午10时20分
左右，老父亲骑电瓶车外出，被大卡车撞倒。“必须
要第一时间送到镇江医院救治。”黄伟回忆，因为无
法过江只得从扬州绕行，最终因为延误救治，父亲
不幸去世。“‘隔江千里远’，这座桥、这条路，承载着
我们的希望。”

五峰山大桥，把天堑变为咫尺，拉近了时空，更
拉近了人心。自此，连淮扬融入高铁网，苏北、苏
中地区进一步接轨苏南。

新航道的风涛声，已在耳畔激荡。

一座名城，启航新的征程

历史上，镇江由于战争等原因，曾两次
错失跨江铁路建设的机遇。带着“十字黄
金水道”的天然优势，有着润扬大桥、泰州
大桥等陆地交通的快速便捷，镇江人追梦
的脚步从未停止。

丹徒站（镇江东站）将汇集沪宁城际铁
路、连镇铁路及规划镇杭铁路、扬马城际铁路
等多条铁路，有望成为镇江未来最重要的铁
路枢纽之一；大港南站实现镇江新区铁路从无
到有的突破，成为包括扬中在内的镇江东部地区，
融入现代综合交通体系的重要基础……

连镇铁路全线开通运营的意义，绝非只限于市
域发展，更在于深度打通长三角的“经络”，让镇江
更好融入长三角。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
新能力最强的区域，长三角承载着非同寻常的国家
使命。

“连镇铁路开通运行，将为长三角一体化、加快
跨江融合发展带来新契机。”市交通运输局局长丁

锋表示，通车后从连云港到镇江
由现在4小时缩短为2小时9分
钟，“首通高铁”的扬州1小时左
右进入上海，融入上海“一小时
经济圈”，通过镇江这个重要窗
口，连淮扬与苏南以及上海直接

对接，对提升苏北苏中对外交通便捷度、更好融入
长三角核心区，具有重要作用。

作为南京都市圈和沿江发展带的重要城市，镇
江肩负承南接北的重要职责。丁锋透露，镇江将借

力 连 镇
铁 路 ，增

强与沿线城
市的区域协调和

经济合作，在产业对
接、园区合作、基础设施共建

等方面全面融合，实现功能提升，“打造多层
次、互联互通的轨道交通一体化网络，为实现

‘轨道上的长三角’做好基础”。
立足“一城两翼三带多片区”城市发展战

略，拓展向南发展空间，镇江乘势而上，奋力奔
跑。市发改委基础处副处长杨晨萍介绍，枢纽
体系建设的优化，将吸引更大范围生产及创新要

素的集聚，为镇江带来更多资金、技术、人流、物
流等资源，促进装备制造、新材料、生命健康、数字
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商贸、物流等现代服务
业的发展，“为镇江加速跑起来注入更多新动能。”

百舸争流，千帆竞过。镇江正抢抓长江经济
带、长三角一体化等战略机遇，构建高品质轨道交
通网，与周边城市共同打造高质量发展区域增长
极，全力拥抱百年未有的发展新机遇。

机声呼啸，列车疾驰。惊涛拍岸，奋楫争先。
一条铁路的恢弘绽放，点燃了长江儿女激情奔跑的
新希望，也必将成为助推镇江全面发展的新跑道。

曾海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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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交风景线
江 苏 经 济 报 社
镇江市交通运输局 联合主办

不久前，由中国交通报社与中国交通报刊协会
联合举办的第二届交通运输优秀文化品牌推选活
动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镇江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畅·镇江”品牌荣获“政务事业类十佳文化品牌”。
据了解，“品牌助力交通强国建设”第二届交通

运输优秀文化品牌推选展示活动于今年4月启动，

经过初审、初评、终评、公示等环节，镇江公路中心
“畅·镇江”品牌从全国交通运输系统369个参评品
牌中脱颖而出，荣获“政务事业类十佳文化品牌”，
这是该品牌获评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公路局、江苏省
交通运输厅“十大服务品牌”后的又一殊荣。

多年来，镇江公路部门把“路畅人和、道行致

远”作为公路文化的核心追求，着力打造“畅·镇江”
文化品牌，不断丰富“便捷出行，公路通畅”“品质出
行，心情舒畅”“和谐出行，内外和畅”的品牌内涵，
凝聚行业力量，推动镇江公路发展，实现了文化与
业务的“双促进、双提升”。

蒋 慧 渠亚楠

近日，由句容市农路办举办的《江苏省农村公
路条例》知识竞赛开幕，来自句容市的各镇、管委
会、街道办等11个参赛队进行竞赛。据了解，近年
来句容乡镇公路建设成绩突出，不仅在镇江全市，
而且在全省也名列前茅。

据了解，句容市政府各部门高度重视“四好农
村路”建设工作，全市形成了“交通强则句容强、农
路畅则农民富”的全民共识。截至目前，句容市农
村公路总里程达2324.149公里，153个建制村双车
道四级路覆盖率100%，362个规划发展村庄等级公
路通达率 100%，农村公路三类及以上桥梁占比
98%，句容农村公路管理工作处于全省先进行列，
在重视农村公路建设和管理的同时，还加强了对农

村公路和基础管理队伍的建设，强化沿线群众爱路
护路意识，形成了管理队伍懂法、依法，沿线群众知
法、守法，“人民公路人民管、管好公路为人民”的良
好氛围。

近年来，句容市在农村公路建设及管养等方面
成效突出，全国、全省的先进典型会议多次在句容
召开，2019 年被评为省级“四好农村路”建设示范
县，“句容福道”入选全省“最美农路”自驾游线路；
天王镇陈庄村被评为省级农村公路最美乡村；“美
丽乡村路”有机农业圈线、金山线、花海路等农村公
路成为周边游客旅游的打卡点。农村公路的发展
有力助推着句容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今年句容市
已跻身全国百强县第73位。

句容农村公路建设的成果也是镇江市农村公
路建设的一个缩影。截至2019 年底，镇江市农村
公路达6558公里。为确保农路建、管、养、运“政策
供给”落地，镇江市2018年在全省率先出台《农村
公路条例》，明确农村公路管理实施“农村公路路长
责任制”。今年以来，在大力宣传贯彻《江苏省农村
公路条例》的同时，交通部门着力推进“农村公路路
长责任制”落地，目前扬中市已率先出台“农村公路
路长责任制实施方案”，其他地区也正在制定落实
中。交通部门正进一步强化监督指导，督促各地依
法建立健全农村公路管理责任体系和运行机制，保
护农村公路发展成果。

杨立勇

日前，江苏省首条新建绿色低碳示范高速公路
——泰州至镇江高速公路镇江新区至丹阳段（以下
简称“镇丹高速”）顺利通过项目工程竣工验收，这
标志着历时7年的镇丹高速项目工程建设圆满结
束。据悉，这条高速公路拥有47项绿色低碳技术，
已成为全省首条“绿色高速路”。

镇丹高速是江苏省规划“五纵九横五联”高速
公路网中“联三”的重要组成部分，北起泰州大桥，
南接线大港枢纽，向南经丹阳市丹北镇、丹阳开发
区，止于沪蓉高速丹阳新区枢纽，全长21.63公里，
总投资17.3亿元，全线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
准，设计时速为120公里。镇丹高速项目于2013年
开展前期工作，2015年10月开工建设，2018年9月
开通运营，2020年11月被评定为优良工程。

该项目的圆满建成，对于进一步完善区域高速
路网，充分发挥泰州大桥的功能和作用，促进沿江
开发，改善区域交通条件，推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
发展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中，扬中至沪
蓉高速的车程由原先的1小时缩短到15分钟，至南
京禄口机场可节约1个小时，丹阳新桥、界牌等周
边地区民众，去往沪蓉、常泰高速都更加便捷。

镇江市综合交通事业发展中心主任石小武表
示，2018年11月，镇丹高速公路创建绿色公路主题
性项目通过交通运输部考核验收。作为江苏省首
条绿色新建高速公路项目，镇丹高速紧扣“绿色镇
丹、文化之旅”主题，将绿色公路理念融入工程全寿
命周期中，在项目规划设计、建设施工、运营养护全
过程中，积极采用绿色节能减排技术，覆盖了路基、
路面、桥梁、房建、机电、绿化、交安等各个领域，共
计实施了47项绿色低碳技术方案，节能减排效益
显著。

镇江市交通运输局有关负责人在验收会上指
出，交通运输行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官”，与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息息相关。近年来，镇
江交通正在加速“跑起来”，连镇铁路镇江段即将通
车运行，南沿江高铁、宁句城际加快建设；五峰山过
江通道接线高速公路主线贯通，312国道宁镇段快
速化全力推进；镇江港上半年吞吐量突破1.7亿吨，
跻身全国十强；大路机场开辟“镇江-千岛湖”全省
首条短途通勤航线……镇江“铁公水空”大交通呈现
蓬勃发展态势。镇丹高速的竣工验收，又将为镇江
交通“十三五”收官，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张海伦

去年，镇江公交社会出行满意度达91.48%，充
分说明镇江公交的运营服务水平得到了社会各界
的充分认可。

在镇江市公交有限公司总经理凌建锋看来，社
会出行满意度能达到91.48%，既得益于近年来镇江
公交软硬件水平的不断提升，也显示了企业不断强
化管理考核的成效。

城市公交软件水平的核心是确保公交运营调
度、规划管理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据凌建锋介绍，
公司目前通过整合智能调度管理与大数据客流分
析系统，成立了综合调度指挥中心，以智能化手段
辅助营运生产。通过智能调度系统，公司对所有营
运线路实施统一调度和监管，实现对营运线路的垂
直管理，避免基层违规指挥行为，提高线路运营整
体效率。通过科学调度，去年在客运量维持不变的
情况下，营运里程与计划相比减少230万公里，大
幅降低了成本支出。

在硬件水平上，镇江公交也有了长足提升。据
镇江公交机务技术部经理陈勤介绍，近年来，镇江
公交营运车辆结构不断优化。从2015 年起，公司
累计新购车辆1075辆，其中纯电动公交车793辆，

报废老旧车辆769辆；目前公司新能源、清洁能源
公交车共 1382 辆，占比 83.6%。相比使用柴油车
辆，全年共减少能源消耗5800吨标准煤，折合减少
二氧化碳排放约 1.5 万吨，节约燃料维保成本约
3000万元。配套建成充电站36个，新建充电桩267
根。值得一提的是，镇江市早在2016 年就实现空
调车全覆盖，乘客乘车舒适度大大提升。

场站建设同样可圈可点。镇江公交场站管理
分公司经理王红军说，从2019年开始，公司以市区
站点为主，兼顾郊区，对老旧站房实施标准化改造，
其中焦山枢纽站、行政中心、科技东园、科技西园、
大东首末站等站房改造已完成，既便于公交线路下
一步的新辟、优化调整，也让乘客候车更加舒适便
捷。引人关注的是，科技东园枢纽站、南徐公交停
保场以及正在建设中的丹徒公交停保场、官塘公交
停保场，都实施了“光伏电站”项目，利用清洁、可再
生的太阳能作为能源，大大减少用电成本。

镇江公交票价低，一直是广大市民津津乐道的
话题。据悉，镇江市早在2012年即出台《公共交通
现代化提升策略及实施方案（2012-2015 年）》，在
理顺公交票价体系的基础上，刷卡实行5折优惠，
打造全省最低公交票价。对70岁以上老年人、残
疾人实行免费乘车，对60-69岁老年人刷卡2.5折
优惠，学生卡2折优惠；还设置了换乘优惠、累进制
优惠、取消季节性空调费等优惠举措。这一系列

“公交惠民”举措，让广大市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

实惠，极大地提升了镇江公交的“美誉度”。
近年来，公交安全行车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

点话题。据市公交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周惠祥介绍，
为进一步提升公交服务品质，绷紧安全这根弦，公
司近年来不断完善奖惩制度，变做“减法”为做“加
法”，推行星级驾驶员、星级线路以及服务示范线评
比，进一步强化驾驶员的安全与服务意识。公司目
前对所有驾驶员都建立了档案，对违章肇事人员实
施记分管理，组织参加培训学习班；如果一个记分
周期内无任何记分，相关驾驶员从次年起每月享受
300元安全专项奖励。通过推进薪酬分配改革，完
善绩效考核体系，将安全生产真正落到实处。

据悉，目前公交营运车辆已实现“驾驶员安全
行为主动预警系统”全覆盖。该系统对所有营运车
辆实行有效的实时监控管理，如果驾驶员在行车过
程中出现疲劳驾驶、开车吸烟闲谈、使用电子产品
等行为，系统在预警的同时，会及时采取必要处置
措施。该系统上线两年多来，共发送安全语音提醒
16万余条。去年全公司行车事故频率为0.8起/百
万公里，比上年下降20%。

此外，公司还通过开展技能竞赛，营造比学赶
超的竞赛氛围，涌现出了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王鲲、市“行业技能状元”胡春等一批技术能手，“市
劳动模范”汤秋萍、丁琼等一批服务标兵，“全国敬
老文明号”“全国三八红旗集体”“全国女职工建功
立业标兵岗”等一批先进群体。 张 欣

4747项绿色低碳技术项绿色低碳技术

镇丹高速成为全省首条镇丹高速成为全省首条““绿色高速路绿色高速路””

“畅·镇江”品牌荣膺全国交通运输优秀文化品牌奖项

乡村公路建设交出满分卷 句容农村公路总里程达2324公里

镇江公交社会出行满意度91.48%的背后

从这里从这里，，跨越天堑跨越天堑，，驶向未来驶向未来
——写在连镇铁路淮镇段暨五峰山大桥通车之际写在连镇铁路淮镇段暨五峰山大桥通车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