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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密交通网 实现同城化发展
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为大南昌都市圈建设汇聚强大动能
近年来，随着大南昌都市圈建设不断加快，公路网、铁路网、轨道交通网与机场
的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以南昌为中心的“一环十二射”高速公路网正加快形成，南
昌在圈内交通互联互通的引领示范作用更加彰显，一张巨大便利的交通网在大南昌
都市圈内越织越密。
南昌晚报·爱南昌客户端记者 胡萧

贯通路网交通
出行更加便捷
在大南昌都市圈发展规划
中， 我省提出要率先加强对接南
昌城际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
2015 年 11 月， 我省首条双向八
车 道 高 速 ——
—昌 樟 高 速 建 成 通
车，通行能力从日均 1.6 万辆增至
8 万辆，提升了 4 倍。
“以往车道少， 车流量大，车
子跑不快。 ”常年从事药材生意的
曾康告诉记者，昌樟高速改建前，
来往南昌、樟树两地十分麻烦，耗
时耗力，“改扩建完成后的昌樟高
速除视野更加开阔外， 车道的设
置也更具安全性。 如今从樟树前
往南昌，不到一小时就能到达。 ”
据了解， 昌樟高速二期枫生
段改扩建工程目前已被纳入南昌
交通强市重点推进项目。 该工程
项目路线起于李庄山大桥， 终于
昌西南枢纽， 路线全长约 10 公
里， 采用双向六车道的高速公路
标准， 预计于 2025 年竣工通车。
届时，居民在南昌、樟树两地之间
往返将更为便利。
今年 7 月 1 日， 南昌市党政
代表团赴抚州市学习考察， 并举
行大南昌都市圈昌抚一体化发展
合作签约活动， 其中交通互联方
面， 双方将共同争取省级层面支
持免除两地往返小汽车和客车高
速通行费，相互开通城际公交；适
时启动昌抚市域铁路建设； 积极
推动 212 省道进贤县李渡至抚河
大桥段升级改造项目， 连接 316

国道，加快推进昌抚一体化发展，
携手推动大南昌都市圈建设。
随着越来越多的跨市交通开
通、衔接，南昌和都市圈内其他城
市之间的地域限制逐渐被打破，
交通的便捷， 势必加快区域之间
的人流、物流的联系和互动，为大
南昌都市圈建设汇聚强大动能。

加快构建
一小时城市通勤网
在南昌市红谷滩区上班的刘
慧由于父母和小孩都在丰城老
家， 每逢周末便需乘坐 168 路公
交车往返南昌、丰城两地，从红谷
滩区上车，到丰城市下车，只需要
一个小时。“以前在南昌上学时，
168 路公交车还没有开通， 每次
回丰城市老家， 都要先乘车去南
昌长途汽车站， 然后转乘长途汽
车去往丰城市， 再从丰城市长途
汽车站转公交回家， 花上三四十
块钱不说， 还得耗上近四小时的
时间，现在比以前方便多了。 ”刘
慧说道。
据了解，168 路公交车目前
有高品质天然气空调大巴 45 台，
15 分钟便有一班，日发送班次 55
班，日客运量 2800 人次，年客运
量达 102 万人次， 每年可直接为
往返南昌和丰城的市民节省近千
万元交通费用。
7 月 16 日， 南昌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公示了 《南昌市第二轮
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规划城
市轨道交通线路共 12 条（
3 、
9 ），总里

道快线 条 轨道普线 条

包含轨

程约 536 公里，形成“环 + 放射”
的网络结构及“快线 + 普线”的网
络层级， 提升南昌市公共交通服
务水平。
此次规划 提 出 实 现“30/60”
的发展目标，即都市区（
）30 分
钟可达，大南昌都市圈 60 分钟可
达。 全面打造“一枢纽四中心”，加
快推进南昌市“东进、南延、西拓、
北融、中兴”的城市发展战略，构
建综合交通规划提出的“四主四
辅多点”客运枢纽体系。
在高铁南昌东站项目施工现
场，吊机林立，各种工程机械正在
不停地运转， 一派热火朝天的施
工景象。 记者在现场看到，前期开
挖的 60 万立方米土方已全部完
成，施工有序推进。 预计今年 9 月
底可完成地下室封顶。 根据项目
工期计划， 高铁南昌东站预计
2023 年 9 月底通车运营。 高铁南
昌东站建成后， 将拓展南昌发展
空间， 作为京九高铁与沪昆高铁
联通站， 还能通过昌景黄高铁融
入长三角， 进一步激活大南昌都
市圈。
为助力大南昌都市圈实现同
城化发展， 南昌正加快建设交通
强市， 加快推进建设昌北国际机
场三期扩建工程、昌景黄铁路、高
铁南昌东站、昌九高铁、姚湾码头
等一批机场、铁路、港口重大交通
基础设施项目，重点谋划常岳昌、
武咸昌、 昌福厦铁路， 全力构建
“空、铁、公、水”四位一体的现代
立体交通网络体系。

南昌市中
心城区及南昌县中心城区

电子签名替代“面签”
办理不动产登记“零跑腿”
“在家里提交申请当天就审
核通过，现在办理不动产登记真是
太方便了。”近日，在南昌的王女士
通过全程电子化登记办理，顺利实
现
“
零跑路”办理不动产登记。
据悉， 王女士年前与买家达
成房屋出售协议，由于近期受到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不能回九江
办理房产转移登记手续。 经电话
咨询，得知九江市近期开通了不
动产登记电子签名服务，可通过
“身份认证”“电子签名” 在不动
产网办大厅办理业务。 王女士和
购房人约定好时间，交易双方登
录九江市不动产网办大厅平台申

请二手房转移登记，通过短信链
接进行“身份认证”、 线上完成
“电子签名”，顺利完成了不动产
过户手续。
目前， 九江市不动产登记中
心电子签名系统已正式投入使
用， 群众可通过个人手机实现询
问笔录、 存量房合同及不动产登
记申请书线上签字等功能， 实现
了不动产登记全程无纸化、 不见
面、网上办、零跑腿服务模式，让
“全省通办”“跨省通办”“全国通
办”变得更简单更便捷。
（南昌晚报·爱南昌客户端记
者 胡萧整理）

东临环城高速建设
按下“快进键”
连日来， 在抚州东临环城高
速灵谷峰服务区 I 标的施工现
场，挖掘机、运输车、推土机来回
穿梭,工人各司其职，现场一派热
火朝天的景象。 据了解，该项目自
5 月 1 日开工建设以来， 坚持党
建引领、环保理念、安全为上，合
理配置配足人、材、机等要素，积
极采用智能系统和智慧科技，工
程建设开启“加速”模式。
在建设过程中， 该项目以建
设“绿色工程”为目标，设计了包
含污水处理、弃土绿化、扬尘控制
等在内的环保方案， 混凝土拌和
站采用的零排放式混凝土压滤分
离系统， 实现了生态循环和经济
效益的双赢。 此外，为确保项目加
速推进，积极建设智慧工地系统，
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对安
全、质量、进度、成本等环节进行
监控，实现砂石彻底分离、把废水

循环再利用到混凝土的生产中，
达到废水、废渣的零排放。
“目前进场管理人员 120 人、
劳务人员 500 人， 我们一手抓疫
情防控工作、一手抓施工生产，目
前已完成全标段路基清表工作，
正在有序组织桥梁桩基、 涵洞和
隧道洞口开挖施工。 ”中铁二十四
局抚州东临环城高速公路工程 I
标项目经理部党支部书记李康向
记者介绍道。
据悉， 该项目全长约 40.757
公里，总投资 57.4 亿元。 建成后，
将极大缩短抚州东站（
）与
临川区的通行时间， 对推动沿线
经济发展、 打造东临一体化及大
南昌都市圈的全面战略目标具有
重要意义。
（南昌晚报·爱南昌客户端记
者 胡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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