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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先行领域，是率先突破的三个重点领域之一。加

快构建快速、便捷、高效、安全、大容量、低成本的现代综合交通网络，推进区域交通一体

化，使交通真正成为经济发展的先行官，是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是 “十

三五”期河北省交通建设的重中之重和基本要求。

前 言

 2015年4月，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2015年7月，河北省发布了《河北省关于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意见》。

 2015年11月，国家发改委和交通运输部联合发布了《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一体化规划》。京津

冀交通一体化步伐全面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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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面积：18.8万平方公里

总人口：7425万人

GDP：2.98万亿

设区市：11个

省直管县：2个

县（市、区）：171

贫困县：62个

少数民族县：6个

北京市

天津市

河 北 省

一、发展基础



人均生产总值

 人均生产总值与京津存在较大差距

2015年河北省生产总值2.98万亿元，人均GDP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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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基础



与京津存在
较大差距

社会保障

教育

医疗

公共服务
文化

 社会保障及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方面存在 较大差距

一、发展基础



环京津贫困带
问题突出

 河北省仍有贫困人口310万

 全省贫困县62个（国家级39个）

 环首都14个县市区，其中贫困县7个。

 环京津贫困带问题突出

一、发展基础



铁 路：

实现8个市（除张、承、衡外）与京津快速连接。

我省铁路密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快速铁路密度

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7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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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基础

区域
面积

（万平方公里）
总里程

（公里）
快速铁路
（公里）

京津冀 21.6 9527 1238

河北省
（占比）

18.8 7200 1039

87% 76% 84%



公 路：

区域
面积

（万平方公里）
总里程

（公里）
高速

（公里）
普通干线
（公里）

农村公路
（公里）

京津冀 21.6 222988 8428 22930 191630

河北省
（占比）

18.8 184552 6333 17756 160463

87% 83% 75% 77% 84% 

单位：公里

一、发展基础



港 口：

区域
泊位个数
（个）

占全国全国沿海港
口泊位总数的比例

万吨级泊位
（个）

设计通过能力
（亿吨）

货物吞吐量
（亿吨）

占全国沿海港口吞
吐量的百分比

集装箱吞吐量
（万TEU）

全国 5128 1710 62 78.3 18762

京津冀 348 6.8% 281 15 15 18.5% 1659
河北省

（在京津冀
占比）

191 3.7% 168 10.1 9.1 11.6% 253

55% 60% 67% 61% 15%

一、发展基础



民 航：

区域
运输机场

个数
通用机场

个数

旅客吞吐量 年货邮吞吐量

总量
（万人次）

占全国
比例

总量
（万吨）

占全国
比例

全国 208 91477 1409

京津冀 8 11 11637 12.7% 219 15.5%

河北省
（在京津冀占

比）

5 5 685 0.8% 4.6 0.3%

63% 45% 6% 2%

一、发展基础



运输服务：

区域 京津冀 河北省

日均开行动车组 200余对 160余对

公路营业性客运车辆 10万 2.5万

公路营业性货运车辆 178.3万 143万

城市公交线路 3951条 2360条

公交车辆 6.1万 2.6万

民航开通定期航线 1510条 112条

通达国内外城市 393个 73个

一、发展基础



协同发展机制取得实
质性突破

 成立京津冀城际铁路投资有限

公司

 组建渤海津冀港口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河北机场集团正式纳入首都机

场集团管理

 “一卡通”实现重大突破，

全省11个设区市全部实现与

京津联网

 北京公交加快向我省延伸，

已覆盖我省18个县（市、区）

 成立了京津冀区域甩挂运输

联盟

 实现了口岸通关一体化

公路网建设率先
突破

 2014年以来打通、拓宽

“断头路”、“瓶颈

路”1400多公里

 京昆、京港澳、张承高速均

提前一年建成通车

自 2 0 1 4 年 京 津 冀 协 同 发 展 上 升 为 重 大 国 家 战 略 以 来 ， 我 省 按 照 协 同

优 先 、 合 作 优 先 、 对 接 优 先 “ 三 个 优 先 ” 原 则 ， 与 京 津 深 化 合 作 ， 推 进 京

津 冀 交 通 一 体 化 取 得 突 破 性 进 展 。

运输服务一体化
水平显著提升

一、发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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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确定河北定位为：

➢ 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

➢ 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

➢ 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

➢ 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全面实施，重点领域率先突破的加快推进，对推进

现代交通网络体系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二、协同发展新要求



（一）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要求交通基础设施全面支撑

打造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加快传统商贸和物流产业转型升级，主动承接

京津现代商贸、电子商务、跨区分拨、城际配送功能，培育壮大网络化、专业化、智能

化的现代商贸和物流产业体系，要求形成立体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以大交通支持大物流，

加快构建有效衔接的商贸物流网络，全面提升交通基础设施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二、协同发展新要求



（二）建设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要求交通运输服务全面提升

打造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产业转移，优化产业结构，

实现产业率先突破，要求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布局，加快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有效对

接；围绕产业协同发展平台的建设开发，构建相应配套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提升保障

能力和综合服务水平，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二、协同发展新要求



（三）建设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要求交通运输网络布局全面优化

二、协同发展新要求

京津冀城市群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主体形态，是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

对外，以港口群、机场群和区际综合运输通道建

设为重点，畅通对外通道，提升城镇群门户功能。

对内，统筹考虑城市群内部多样化的交通需求特

征，按照各种运输方式的技术经济特点，加快构建城

际、都市圈（都市区）和城乡 “三位一体”交通网

络。



（四）建设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要求全面落实交通运输绿色发展理念

京津冀区域土地资源稀缺，环境承载能力较弱，特别是近年来大气污染等环境问

题日益突出，对可持续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高资源利用率，促进

节能减排，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要求发展绿色交通，在建设、运输领域

积极引导并形成绿色集约化生产模式和消费方式，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二、协同发展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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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综合运输体系发展思路

（一）总体发展目标

到2020年，轨道网、公路网、港口群、机场群布局更加完善，实现“市市通高铁、县

县通高速、市市有机场、市市通道连港口”，形成“三个圈”，基本建成快速便捷、高效

安全、大容量、低成本、低碳绿色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三个圈” :

➢ 京津石中心城区与新城、卫星城市之间“半小时通勤圈”

➢ 京津保唐“1小时交通圈”

➢ 相邻城市间“1.5小时交通圈”



——基础设施加密拓展

 铁路 :高速铁路营业里程达2000公里，覆盖所有设区市

 公路 :高速公路里程力争达到9000公里，覆盖所有县级节点（30分钟上高速），

干线公路“镇镇通”，三级公路“乡乡通”

 机场 :运输机场达到8个，通用机场达到30个以上，民航机场覆盖范围进一步拓展

 港口 :港口通过能力达到12.5亿吨；建成35个综合枢纽，覆盖所有设区市和主要 县（市、区）

“四个覆盖”

三、综合运输体系发展思路



——运输服务提质升级

三、综合运输体系发展思路



三、综合运输体系发展思路

根据《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一体化规划》，京津冀区域将推进“单中

心放射状”通道格局向“四纵四横一环”网络化格局转变。



（二）总体布局

三、综合运输体系发展思路



——六纵

贯通南北的综合通道

张家口—太行山沿线西部扶贫通道

承德—北京—石家庄—邢台—邯郸通道

北京—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通道

北京—廊坊—天津—沧州通道

承德—唐山—天津北部出海通道

秦皇岛—唐山—天津—沧州沿海通道

三、综合运输体系发展思路



——六横

通达沿海的综合通道

张家口—承德—秦皇岛通道

张家口—北京—唐山—秦皇岛通道

保定—沧州通道

石家庄—衡水—沧州通道

邢汾—邢临通道

邯长—邯济通道

三、综合运输体系发展思路



——双圈

环首都交通圈：形成缓解北京过境交通压力

的首都地区环线通道，实现北京城区与环首都

区域、周边设区市之间1小时快速通达；

环省会通勤圈实现石家庄城区与周边城镇、

设区市之间1小时快速通达。

三、综合运输体系发展思路



（三）主要任务

以环京津的六市为重点

实现京津冀交通运输互联互通、协调统一

1、聚力综合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提高网络化水平

2、推进交通运输服务管
理，提高一体化水平

3、加快交通运输科技创
新，提高现代化水平

4、增强重点区域交通承
载能力，提高国际化水平

三、综合运输体系发展思路



重点打造 “四个网群”

建设高效轨道交通网 完善便捷公路交通网

构建世界级港口群 打造世界级机场群

三、综合运输体系发展思路



共建交通运输服务 “四网”

➢ 建设标准统一的管理网

➢ 打造联程联运的客运网

➢ 发展多式联运的物流网

➢ 构建高效衔接的枢纽网

三、综合运输体系发展思路



实施“互联网+交通网”的“网网工程”，形成“线上资源优化配置，线

下资源优质运行”的交通运输新业态、新模式。

三、综合运输体系发展思路



围绕服务和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冬奥会筹办、北京城市副中心及北三县、北

京新机场及临空经济区等重点区域、重大建设任务，着重畅通通道、完善体系、优化网络、提

升能力。

三、综合运输体系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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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作

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重大历史性战略选择，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四、对新区交通发展的几点思考

✓ 有利于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解决大城市病，与北京城市副中心共同形成北京新

的两翼；

✓ 有利于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

✓ 有利于加快补齐短板，提升河北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水平，培育形成新的区域增长极。



新区范围：河北省雄县、容城、安新3个县

（含白洋淀水域）及周边部分区域。起步区100平

方公里，中期发展区200平方公里，远期控制区

2000平方公里。

新区定位：与北京城市副中心共同形成北京

新的两翼，实现与北京中心城、副中心的功能分工、

错位发展，建设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发

展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开放发展先行区，发

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发展高端服务业。

四、对新区交通发展的几点思考



北京

天津

石家庄

保定

北京城市副中心

张家口冬奥
会区域区位：新区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

距北京105公里，北京城市副中心110公里，

天津105公里，石家庄155公里，保定30公里，

张家口冬奥会区域300公里，北京新机场70

公里，天津机场110公里，石家庄机场130公

里，天津港140公里，距黄骅港200公里。

新区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捷通畅、生态

环境优良、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现有开

发程度较低，发展空间充裕，具备高起点高

标准开发建设的基本条件。

雄安
新区

四、对新区交通发展的几点思考



140公里

天津机场

天津港

黄骅港石家庄机场

北京新机场

区位：新区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

距北京105公里，北京城市副中心110公里，

天津105公里，石家庄155公里，保定30公里，

张家口冬奥会区域300公里，北京新机场70

公里，天津机场110公里，石家庄机场130公

里，天津港140公里，距黄骅港200公里。

新区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捷通畅、生态

环境优良、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现有开

发程度较低，发展空间充裕，具备高起点高

标准开发建设的基本条件。

雄安
新区

四、对新区交通发展的几点思考



四、对新区交通发展的几点思考

1、以新区功能定位为指导，把握新区交通需求发展趋势和特征

新区是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将建成绿色智慧生态城市、高端高新产业基地、创

新创业要素集聚区和对外开放国际平台，未来交通运输需求将呈现客运强度高、品质要求高、

空间集中度高等出特征。

客运方面：主要集中在与北京、天津、石家庄、保定以及其他相关城市之间的公务、商务往

来以及学术交流等，同时旅游客流的需求也将更加旺盛。高品质、多样化、一体化将是新区旅客

运输的核心要求。

货运方面：建设期货运规模较高，主要是服务新区建设所需的建筑材料运输需求。成熟期主

要集中在新区内高新产业发展和各类生产生活用品的保障，主要以高附加值、高时效性、轻质化、

小批量货物运输为主，货运强度总体处于较低水平。



四、对新区交通发展的几点思考

新区对外交通需求主要集中在北京、

北京城市副中心及北京新机场、天津、

沧州、衡水冀中南、石家庄、保定、

张家口冬奥会区域等主要方向。

雄安新区

北京

副中心

及新机

场

天津

沧州及

华东

冀中南

石家庄

保定

冬奥会

区域



四、对新区交通发展的几点思考

新区对外交通需求分析应以新区功能定位

为基础，重点考虑新区人口规模和结构、建设

期各阶段建设规模等关键要素，注意把握好旅

游客流和建设期货流的时空分布特征，为科学

制定基础设施布局和建设方案，制定交通组织

管理方案提供依据。



2、以新信息技术、新智慧理念、新共享模式发展为引导，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

智慧交通系统

基础设施

运输工具

人

自然环境

经济社会

雄安新区规划要求建立绿色、低碳、信息、智能、现代化

智慧新城，对智慧交通的建设提出更高要求。

应用现代信息、智能制造、生态环保等前沿科技，推进智

慧交通全面实现人、运输工具、基础设施、自然环境、经济社

会的高度融合协同，营造安全、高效、便捷、绿色、共享的交

通出行环境，建设国际一流绿色智慧现代城市。

四、对新区交通发展的几点思考



以新信息技术、新智慧理念、新共享模式发展为引导，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智慧交通系统，

充分发挥智慧交通在雄安新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中的引领作用，预防“大城市病”，实现京

津冀区域交通协同、城市与城际交通无缝融合。

四、对新区交通发展的几点思考



应用车联网、车路协同、道路

安全的智能化管控等智慧交通技术

以及智慧交通与“互联网+”相融

合，打造“会思考的交通”，形成

未来智慧交通的新业态和新模式，

满足公众便捷、舒适、通畅、智慧

出行的现实需求。

“会思考”

分析预测

智慧出行

数据汇集融合

四、对新区交通发展的几点思考

“会思考”

分析预测

智慧出行

数据汇集融合



建议：

将雄安新区城市总体规划与综合交通规划、智慧交通规划等有机结合，做到“多规合一”。

做好雄安新区智慧交通发展引领示范，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一代智慧交通系统。

交通基础设施与其信息化同步规划建设，打造一张图。

加强标准研究，加快创新驱动，为打造绿色智慧新城提供有力支撑。

四、对新区交通发展的几点思考



四、对新区交通发展的几点思考

3、以全出行链总体效率最优为目标，科学合理规划布局交通基础设施

一是统筹各种交通方式，构建新区综合运输支撑体系

二是优化综合运输通道、推进资源共享

三是完善区域交通路网、强化内外衔接

四是统筹功能，合理布局综合客运枢纽



敬请指正！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建设南大街36号

联系电话：0311-86017060 网址：www.hpcpdi.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