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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渤海海跨跨海海通通道道有有望望纳纳入入““十十三三五五””
“天堑变通途”，助力烟台打造东北亚物流枢纽

烟台作为当前实施的“山东半岛蓝
色经济区、胶东半岛高端产业聚集区和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建设三大
带动战略的中心城市。渤海海湾通道一
经建成，烟台当地的物流行业、服务行
业、金融行业等将会得到巨大发展。烟台
的房地产业将进行城市结构布局规划，
产业园区和物流园区将会快速发展，并
带动人口的聚集和居住的需求快速增
加。烟台作为环渤海地区乃至东北亚地
区的重要节点性城市地位有望得到大幅
度提升，进一步提升站位，向发达城市靠

拢。
随之大发展的是整个山东半岛蓝色

经济区。渤海海峡跨海通道有助于推动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
对山东省和半岛蓝色经济区的发展具有
战略意义，将完善和优化山东交通格局，
确立东北亚交通中心的地位，加快山东
融入环渤海经济圈进程，分享环渤海区
域发展“红利”。

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工程的建设，不
仅烟台受益，还将使环渤海由原来的“C”
形环绕运输变为“I”形直达运输，渤海经

济圈与胶东乃至长三角经济圈紧密结
合，对东北振兴、中国经济的再腾飞意义
重大。直接受益的就有东三省、山东、江
苏、上海、浙江、广东、海南、广西等10个
省市自治区。

自此将形成北上与横贯俄罗斯的亚
欧大陆桥相接，南下与横贯中国的新亚
欧大陆桥相交，并形成直达长三角、珠三
角和港澳台地区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
体系，为中国沿海、东北亚及环太平洋地
区的经济发展和大市场的形成创造重要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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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烟台
如何从一个
海滨小城成
长为国际城
市 ，柳 新 华
和宋长虹等
几人最早提
出渤海海峡
跨海通道设
想。 启动“渤海海

峡跨海通道”
第一阶段研
究工作。

国家科委在烟
台市召开座谈
会，会议提出

“烟大跨海交
通可考虑分三
步走，第一步
是汽车轮渡，
第二步是铁路
轮渡，第三步
是桥隧通道”
的战略构想。

启动“渤海海
峡跨海通道”
第 二 阶 段 研
究工作，重点
研究蓬莱-旅
顺桥隧工程。

“烟台至大连
铁 路 轮 渡 及
后方铁路”正
式立项，并被
纳入《中长期
铁路规划》，
2006年11月该
项目建成。

国家发展改
革委对渤海
海峡跨海通
道战略规划
研究工作进
行部署。

中国工程院、
国家自然基
金委设立重
点咨询项目

“渤海海峡跨
海通道战略
规划研究。

渤 海 海 峡
跨 海 通 道
最 终 方 案
定稿，形成
一 个 总 报
告 和 1 2 个
分报告。

力争渤海海
峡跨海通道
等重大基础
设施项目纳
入 国 家“ 十
三五”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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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的实
施，烟台位于连接华东与东北、中国与日
韩的核心位置，有望打造成为面向东北
亚的交通物流枢纽城市。

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工程的建设还有
望打破渤海南北两岸物流瓶颈。资料显
示，2009年，环渤海地区实现国民生产总
值102356亿元，占全国的31%，并且环渤海
地区的原煤产量约占全国的一半，原油、

钢铁等产量约占全国的40%，这一地区和
外界的物流量十分庞大。

目前，青荣城际铁路和烟台蓬莱
国际机场已经开通运营；西港区 3 0万
吨级矿石泊位试运行进展顺利，5万吨
级液化油品泊位、7 - 1 5万吨级通用泊
位等码头项目建设正加速进行；德龙
烟铁路的建设正在推进，建成后将成
为环渤海地区重要的货运铁路通道，

能更好地实现沿线港口群、铁路共同
发展。

作为环渤海经济圈内的重要节点
城市，烟台市是连接长三角地区、西南
地区与东北经济圈的重要“桥头堡”。
渤海湾通道的建成，加上日益完善的
交通运输体系，烟台将成为胶东物流
中心、东北亚物流枢纽和国际性空港
物流城市。

长期以来，由于渤海海峡的空间阻隔，
交通不方便，环渤海旅游圈整体旅游发展水
平比较低，城市间旅游的竞争大于合作。渤
海海峡跨海通道建设，将有效改善环渤海旅
游圈的交通“瓶颈”。

渤海海峡跨海通道把发达的辽东半
岛和胶东半岛连为一体，构成独具特色的
环渤海“金项链”旅游热线。这将有助于烟

台成为新的旅游交通枢纽和旅游增长极。
由于渤海湾的阻隔，从辽宁到山东

需要绕行1000多公里，渤海通道建成后，
说不定上午还在旅顺蛇岛看日出，傍晚
便可来烟台养马岛看日落。

交通便利了，省时间省路费，将有更
多的游客从隔渤海相望的地区来到烟台
旅游。到那时，登阁远眺，烟台那仙境一

般如梦如幻的景色将映入更多人的眼
帘，这将极大地提升烟台的旅游形象。

渤海通道建成后，烟台将与周边城
市加强旅游合作机制、提高区域旅游发
展层次、完善旅游产品结构、统一旅游品
牌形象，提升烟台旅游发展水平。这对烟
台更好地开发旅游资源、构筑沿海旅游
大格局和发展旅游经济发挥重要作用。

今年年初，山东省发改委网站发布了
烟大渤海跨海通道在省委、省政府的推动
下取得重大进展，国家发改委同意在编制

“十三五”规划时将把渤海跨海通道等重
大事项，予以统筹考虑并积极支持。

随后，在3月份的全国两会上，烟大渤
海跨海通道成为热点，不仅烟台的代表在
关注，山东省的代表、辽宁的代表还有国
家发改委层面的代表以及其他学者，很多
层面都在提与此相关的建议，从讨论热度
来看，烟大渤海跨海通道将有可能纳入

“十三五”规划。
据了解，国家发改委曾多次通报渤海

海峡跨海通道的论证情况，且将“组织开
展对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等项目的研究”作
为2014年交通发展改革工作重点，跨海通
道有可能进入国家发改委“十三五”规划。

在纳入国家2014年交通发展改革工
作重点后，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列入国家

“十三五”规划的希望也将大大增加。而一
旦列入国家规划大盘，也就意味着项目上
升到国家战略，将由国家提供稳定的资
金、人才和政策，有步骤、有规划地进行项
目研究和推进。

165公里，很近，不到2小时的车程；
165公里，很远，需要绕道1980公里。165

公里，这就是大连到烟台的直线距离，
渤海海峡阻断了两座原本相距不远的
城市。

据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研究课题组最
新预测，到2020年，海峡间潜在的客流量
将达到3亿人次左右。即使按照跨海通道

承担60%-80%的比例，客流量也将达到
1 . 8亿-2 . 4亿人次。

渤海海峡北岸布有京沈线、京锦
线、京通线和哈大线，运能高达数亿吨，
而海峡南岸则有蓝烟线-胶济线、青荣
城际铁路，以及正在规划建设的济青高
铁、德龙烟铁路等。渤海湾大通道的建
成将形成一条由东北直通山东的便捷

通道，南北两岸的运输通道能力得到进
一步的拓展。

“天堑变通途”“末端变枢纽”，渤海
海湾通道建成后将彻底改变半岛地区
交通瓶颈的制约，烟台立体交通体系补
入“强力”板块，烟台交通末端城市的地
位将彻底得到改善，成为区域交通枢纽
城市。

渤海跨海通道

有望纳入国家规划大盘

引领烟台进入“新时代”，10省市自治区将直接受益

串起环渤海旅游“金项链”，提升烟台旅游形象

渤海跨海通道将助力烟台打造东北亚物流枢纽

半岛交通“瓶颈制约”将改变，渤海海峡从此“天堑变通途”

本报记者 蒋大伟 实习生 张鹏会

山东和辽宁，就像牛郎和织女，
隔海相望。从烟台蓬莱到大连旅顺，
165公里路程，开车不到两个小时，却
因渤海海峡阻挡，需绕道1980多公
里。如今，一条渤海海峡跨海通道有
望“天堑变通途”。

今年年初，国家发改委同意在编
制“十三五”规划时将把渤海跨海通
道等重大事项，予以统筹考虑并积极
支持。渤海跨海通道的建成将进一步
完善烟台现代立体交通体系，串起渤
海湾旅游“金项链”，助力烟台打造东
北亚物流枢纽，引领烟台经济社会发
展进入“新时代”。

跑 大项目赢赢

渤海跨海
通道走向
示意图

渤海湾拟在山东蓬莱至辽宁旅顺
之间，修建渤海海峡跨海公路和铁路
两用跨海大通道，这就是渤海湾跨海
通道。它利用渤海海峡的有利地理条
件，从山东蓬莱经长岛至辽宁旅顺，建
设公路和铁路结合的跨越渤海的直达
快捷通道，将有缺口的C形交通变成四
通八达的Φ形交通，进而形成纵贯我
国南北的东部铁路、公路交通大动脉。
大通道建成后可将中国东北地区、环
渤海地区、长三角、珠三角等四大经济
区域和俄罗斯东部地区紧密地串联起
来，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多知道点

初识渤海跨海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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