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重庆市推进运输结构调整

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8—2020年）的通知

渝府办发〔2019〕33号

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重庆市推进运输结构调整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8—2020年）》已经市政府同意，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9年4月16日           

　　（此件公开发布）

重庆市推进运输结构调整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8—2020
年）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运输结构调整的决策部署，按照《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印发推进运输结构调整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的通知》（国办发〔2018〕91
号）和《交通运输部等九部门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推进运输结构调整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年）〉的通知》（交运发〔2018〕142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
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两点”定
位、“两地”“两高”目标和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做到“四个扎实”的重要指示要求，牢
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抢抓交通强国示范区建设机遇，以推进大宗货物运输“公
转铁、铁水联运”为主攻方向，调整减少公路部分长途运输量，有效增加铁路运输量和铁
水联运量，加快建设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更好服务我市内陆国际物流枢纽和口岸高地
建设。

　　（二）工作目标。到2020年年底，全市货物运输结构进一步优化，铁路大宗货物运输
量、港口铁路集疏运量和集装箱多式联运量明显增长。与2017年相比，全市铁路货运量增
加150万吨，全市公路运输占比下降到80%左右，铁路运输量占比提高到1.9%左右；多式联



运货运量年均增长20%；集装箱铁水联运量年均增长10%；铁水联运量占港口货物吞吐量的
比例稳定在12%以上。

　　二、铁路运能提升行动

　　（一）干线铁路建设工程。提速建设“米”字型高速铁路网，有效释放同向普速铁路
货运能力。加快建设“两环十干线”普速铁路，不断改造升级既有干线铁路。建成铁路枢
纽东环线、涪怀二线和黔张常铁路。尽快启动成渝铁路、川黔铁路、达万利铁路扩能改造
项目前期工作。加快推进渝柳、黔遵昭等普速干线铁路的前期工作，尽早开工建设。启动
沿江货运铁路规划论证工作，适时开工建设。到2020年年底，全市铁路运营里程近3000公
里。

　　（二）铁路专用线建设工程。以国家级开发区、大型工业园区、重要港口、物流园区
和百万吨级货运量企业为重点，规划建设一批园区型、疏港型铁路专用线。尽快打通连接
铁路枢纽的“最后一公里”，加快推进黄茅坪支线建设，开工建设龙头港、新田港等集疏
港铁路专用线，开展西永综合保税区、两江新区国际汽车产业城等铁路专用线前期工作研
究，引导冷链、汽车物流等一批企业建设铁路专用线，全面推进大宗货物年货运量150万吨
以上的大型工矿企业及新建园区引入铁路专用线。到2020年年底，重要枢纽港铁路专用线
接入比例达到100%。

　　（三）铁路货运服务提升工程。内联外引强化南向、东向、西向物流通道，重点保障
煤、矿石、钢铁、粮食等大宗散货及集装箱多式联运、商品汽车运输的铁路货运能力供
给。丰富列车编组形式，加强铁路系统内“跨局”组织协调，持续开行重庆至宁波的沿江
货运班列，探索开行重庆至武汉、重庆至上海的货运班列及商品汽车、煤炭、粮食、矿石
等定制化快速货运列车，缓解三峡船闸过闸压力。以重庆自贸试验区、西部物流产业园为
纽带，推动中欧班列（重庆）、“渝黔桂新”铁海联运班列深度融合，建设国际陆海贸易
新通道。

　　（四）大宗货物“公转铁”工程。按照“敞开受理、随到随办”原则，引导铁路运输
企业与煤炭、矿石、钢铁等大客户签订运量运能互保协议，实现互惠共赢。开行大宗货物
直达列车等多频次多样化班列，吸引大宗货物由公路转移到铁路运输。推动铁路运输企业
与港口、物流园区、大型工矿企业、物流企业开展合作，深化铁路“门到门”接取送达网
络建设，提供全程物流服务。2020年年底前，选择2—3家大宗货物生产企业开展“公转
铁”运输试点示范。

　　三、水运系统优化行动

　　（五）内河水运网络优化工程。加快推进涪陵至朝天门段长江航道整治工程，实施嘉
陵江利泽航运枢纽建设，开工乌江白马枢纽通航建筑物工程，完成朝天门至九龙坡段长江
航道整治。全面构建现代化港口集群，全面建成主城果园枢纽港区二期扩建物流仓储工程
及港口物流与口岸开放设施功能，加快建设涪陵龙头枢纽港区二期工程，推进忠县新生一
期、永川朱沱一期、石柱江家槽一期等专业化港口建设。到2020年年底，全市高等级航道
达到1500公里，港口货物通过能力、集装箱通过能力分别达到2.2亿吨和500万标箱。

　　（六）江海直达和江海联运工程。积极推动长江干线果园港、新田港等枢纽港口的江
海直达、江海联运配套码头、锚地等设施技术改造。加快江海直达船型研发和推广应用，
积极推进干散货、集装箱江海直达运输。完成“重庆港至沿海港口特定航线江海直达集装
箱船关键技术研究及船型开发”项目研究，推动载箱量730标箱的江海直达集装箱船型示范
应用。到2020年年底，从重庆港至上海港集装箱班轮常态化运行时间力争缩短至12天以
内。

　　四、公路货运治理行动



　　（七）货运车辆超限超载治理工程。坚持渝籍车非现场执法、非渝籍车现场执法、入
口“黑名单”三种治超方式，加快实施高速公路收费站入口称重检测设施建设，优化国省
干线公路超限检测站点布局。建成重庆治超联网管理系统工程，基本建立跨部门、跨区域
综合治超模式。到2020年年底，高速公路收费站入口称重检测全面实施，高速公路货运车
辆平均违法超限超载率不超过0.5%，普通公路货运车辆超限超载率控制在3%以内。

　　（八）货运车型标准化应用工程。按照交通运输部、公安部等部委要求，加大对车辆
运输车、低平板半挂汽车列车、液体危险货物运输罐车等重点车型标准化治理工作力度。
推广标准化、厢式化、轻量化、清洁能源货运车辆。选取和支持试点企业优先推广使
用“1200mm×1000mm”标准托盘，推动一贯托盘化运输。

　　（九）道路货运集约发展工程。探索“互联网+货运物流”新业态、新模式，深入推进
无车承运人试点工作，加强无车承运试点运行监测，落实无车承运试点企业税收政策。建
立甩挂运输经济运行统计分析制度，指导甩挂运输试点企业开展项目建设，推进跨区域、
网络化、联盟型、干支结合及多式联运甩挂运输发展。深入推进长江水陆甩挂运输试点项
目，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到2020年年底，重点培育3家以上创新能力强、运营管理规范、资
源综合利用效率高的无车承运人企业。

　　（十）城市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工程。加快完善“重点物流园区分拨中心—公共配送中
心—城市末端配送网点”三级配送物流网络体系建设。深入开展主城区城市配送企业和车
辆示范工作，建立示范企业服务质量考核结果与示范车辆发展挂钩机制，促进城市配送规
模化、集约化发展。加快优化城市配送车辆结构，引导物流企业将老旧柴油车辆更新为新
能源和清洁能源车辆。2020年年底前，选择1—2家城市配送企业实施重庆城市绿色货运配
送示范工程。新增和更新轻型物流配送车辆中，新能源车辆和达到国六排放标准清洁能源
车辆的比例超过50%。

　　五、多式联运提速行动

　　（十一）多式联运枢纽建设工程。加快多式联运枢纽建设。基本建成两江多式联运物
流分拨基地、沙坪坝铁路综合物流分拨基地、渝北航空物流分拨基地和南彭公路物流分拨
基地，打造“1+3”重庆国际多式联运枢纽体系。加快建设江津珞璜、万州新田、涪陵龙头
等枢纽港以及白市驿、木耳、龙盛、南彭等区域性铁路物流中心和黄磏、唐家沱、鱼嘴等
地区性铁路物流中心，不断完善枢纽布局和提升枢纽转换能力。

　　（十二）集装箱多式联运拓展工程。积极开展铁水联运，打造集装箱铁水联运品牌线
路。加速拓展集装箱水水中转业务，开行集装箱水水中转公共支线。充分利用集装箱船优
先过闸政策，推动集装箱船、大长宽比三峡船型、16.2米宽船舶高效对接，提高集装箱水
路运输效能。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构建原材料和产品“散改集”集装箱铁水联运对调模
式，创新商品车“滚改集”集装箱化铁水联运方式。依托“渝黔桂新”、“陆海新通
道”国际铁路联运，深化区域合作机制，集装箱铁海联运班列实现常态化运行。

　　（十三）多式联运示范工程。加强重庆渝新欧多式联运、重庆果园港服务长江经济带
战略铁水联运、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集装箱多式联运等示范工程的运行监测和示范推广，
并融合物联网、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探索实践多式联运“一单制”。引导和鼓励标准
化、集装化、厢式化运输装备的换代升级。支持铁路运输企业的装备标准化改造，大力推
广应用模块化汽车列车。

　　六、油气管道输送能力提升行动

　　（十四）天然气管道互联互通工程。加快推进全市“四环二射”天然气区域管网建
设，依托中贵线、川气东送等国家天然气骨干管网，重点推进区域天然气管道环网及联络
线工程建设，重点围绕渝西天然气及页岩气开发，推进建设渝西天然气环网，同步建设渝



西天然气环网与主城区天然气外环管网联络线工程，实现全市天然气管网“内联外畅”。
到2020年年底，全市天然气管道“一张网”基本形成，运营里程达到6000公里以上。

　　（十五）成品油管道能力提升工程。强化綦江—重庆成品油管道运营管理，稳步提升
广东、广西炼油厂向我市供应成品油能力；加强兰成渝成品油管道保护，确保管道输送能
力稳定释放；研究论证湖北—重庆沿江成品油管道项目，缓解长江水运压力，突破成品油
三峡大坝“过闸”瓶颈。加快推进中航油西南储运基地及长寿—重庆江北国际机场航油管
道项目前期工作，力争2020年年底前开工建设。

　　七、信息资源整合行动

　　（十六）多式联运信息互联互通工程。依托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和在建的重庆智慧
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建设果园港、西部物流园、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和南彭4大国际多式联运
信息平台和1个国际物流信息协同云平台，推进多式联运信息交换共享，提高业务协同和服
务效能。依托交通运输部多式联运公共信息平台，建设我市多式联运信息服务中心。到
2020年年底，基本建成多式联运信息服务中心和“4+1”物流信息联运协同云平台，助力全
国长江干线主要港口铁水联运信息基本实现交换共享。

　　（十七）运输结构调整信息监测工程。建立货物运输“公转铁、铁水联运”运行动
态、多式联运发展状态、新能源车辆推广应用等信息运行监测和报送机制，建立动态监测
评估体系，不断强化动态跟踪、运行监测、统计分析，定期向市政府、有关部门报送重庆
运输结构调整信息的总结评估结果与发展建议。

　　八、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工作制度化和多部门、多层次协调联动机制，定期召开专
题会议，贯彻落实国家关于运输结构调整的决策部署，指导全市运输结构调整工作。加强
统筹协调和组织调度，及时研究解决运输结构调整中的重大问题。

　　（二）健全支持政策。进一步健全运输结构调整涉及的财税金融、用地预控、铁路专
用线等领域的市级优惠政策体系。优化支持内容、范围和方式，提高政策供给的有效性。
研究统筹利用涉及运输结构调整的专项资金，提高资金的集中使用效率。

　　（三）加强动态评估。建立健全动态评估机制，加强对铁路、港口、工业等企业的督
导考核，确保责任落实到位。定期收集汇总工作推进情况，连同运输结构调整工作监测分
析表，于每季度结束后15个工作日内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四）营造良好环境。加强部门联动，积极培育拓展新兴市场，推动货运行业稳定发
展和转型升级。加强正面引导，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为运输结构调整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
氛围。

　　附件：《重庆市推进运输结构调整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8—2020年）》任务分工

    附件

《重庆市推进运输结构调整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2018—2020年）》任务分工



序号 目标任务 工    作    内    容 牵头单位 参与单位

1
干线铁路

建设工程

提速建设“米”字型高速铁路网。加快建

设“两环十干线”普速铁路。建成铁路枢纽

东环线、涪怀二线和黔张常铁路。尽快启动

成渝铁路、川黔铁路、达万利铁路扩能改造

项目前期工作。加快推进渝柳、黔遵昭等普

速干线铁路的前期工作。启动沿江货运铁路

规划论证工作，适时开工建设。到2020年年

底，全市铁路运营里程近3000公里。

市交通局

市发展改革

委、市财政

局、市规划自

然资源局、市

生态环境局，

有关区县政

府，中铁成都

局集团公司

2

铁路专用

线建设工

程

以国家级开发区、大型工业园区、重要港

口、物流园区和百万吨级货运量企业为重

点，规划建设一批园区型、疏港型铁路专用

线。加快推进黄茅坪支线建设，开工建设龙

头港、新田港等集疏港铁路专用线，开展西

永综合保税区、两江新区国际汽车产业城等

铁路专用线前期工作研究，全面推进大宗货

物年货运量150万吨以上的大型工矿企业及新

建园区引入铁路专用线。到2020年年底，重

要枢纽港铁路专用线接入比例达到100%。

市交通局

市发展改革

委、市财政

局、市规划自

然资源局、市

生态环境局、

市政府口岸物

流办，有关区

县政府，中铁

成都局集团公

司

3

铁路货运

服务提升

工程

重点保障煤、矿石、钢铁、粮食等大宗散货

及集装箱多式联运、商品汽车运输的铁路货

运能力供给。持续开行重庆至宁波的沿江货

运班列，探索开行重庆至武汉、重庆至上海

的货运班列及商品汽车、煤炭、粮食、矿石

等定制化快速货运列车。

市交通局、

市政府口岸

物流办、中

铁成都局集

团公司

市发展改革

委、市经济信

息委、市商务

委、市国资

委、市中新项

目管理局
以重庆自贸试验区、西部物流产业园为纽

带，推动中欧班列（重庆）、“渝黔桂

新”铁海联运班列深度融合。

市政府口岸

物流办、中

铁成都局集

团公司

4 大宗货

物“公转

引导铁路运输企业与煤炭、矿石、钢铁等大

客户签订运量运能互保协议。开行大宗货物

直达列车等多频次多样化班列。推动铁路运

市交通局、

中铁成都局

市发展改革

委、市经济信

息委、市商务



铁”工程 输企业与港口、物流园区、大型工矿企业、

物流企业开展合作，深化铁路“门到门”接

取送达网络建设。2020年年底前，选择2—3

家大宗货物生产企业开展“公转铁”运输试

点示范。

集团公司 委、市国资委

5

内河水运

网络优化

工程

加快推进涪陵至朝天门段长江航道整治工

程，实施嘉陵江利泽航运枢纽建设，开工乌

江白马枢纽通航建筑物工程，完成朝天门至

九龙坡段长江航道整治。全面构建现代化港

口集群，全面建成主城果园枢纽港区二期扩

建物流仓储工程及港口物流与口岸开放设施

功能，加快建设涪陵龙头枢纽港区二期工

程，推进忠县新生一期、永川朱沱一期、石

柱江家槽一期等专业化港口建设。到2020年

年底，全市高等级航道达到1500公里，港口

货物通过能力、集装箱通过能力分别达到2.2

亿吨和500万标箱。

市交通局 

市发展改革

委、市生态环

境局、市水利

局，有关区县

政府，重庆港

务物流集团

6

江海直达

和江海联

运工程

积极推动长江干线果园港、新田港等枢纽港

口的江海直达、江海联运配套码头、锚地等

设施技术改造。加快江海直达船型研发和推

广应用，积极推进干散货、集装箱江海直达

运输。完成“重庆港至沿海港口特定航线江

海直达集装箱船关键技术研究及船型开

发”项目研究，推动载箱量730标箱的江海直

达集装箱船型示范应用。到2020年年底，从

重庆港至上海港集装箱班轮常态化运行时间

力争缩短至12天以内。

市交通局
市商务委、市

政府口岸物流

办

7

货运车辆

超限超载

治理工程

加快实施高速公路收费站入口称重检测设施

建设，优化国省干线公路超限检测站点布

局。建成重庆治超联网管理系统工程，基本

建立跨部门、跨区域综合治超模式。到2020

年年底，高速公路收费站入口称重检测全面

实施，高速公路货运车辆平均违法超限超载

率不超过0.5%，普通公路货运车辆超限超载

率控制在3%以内。

市交通局 

市公安局、市

经济信息委、

市住房城乡建

委、市市场监

管局、市政府

口岸物流办

8 货运车型

标准化应

用工程

加大对车辆运输车、低平板半挂汽车列车、

液体危险货物运输罐车等重点车型标准化治

理工作力度。推广标准化、厢式化、轻量

化、清洁能源货运车辆。选取和支持试点企

业优先推广使用“1200mm×1000mm”标准托

盘。

市交通局、

市公安局 

市经济信息

委、市商务

委、市市场监

管局、市政府

口岸物流办



9

道路货运

集约发展

工程

深入推进无车承运人试点工作，加强无车承

运试点运行监测，落实无车承运试点企业税

收政策。建立甩挂运输经济运行统计分析制

度，指导甩挂运输试点企业开展项目建设。

深入推进长江水陆甩挂运输试点项目。到

2020年年底，重点培育3家以上创新能力强、

运营管理规范、资源综合利用效率高的无车

承运人企业。

市交通局 市税务局

10
城市绿色

货运配送

示范工程

加快完善“重点物流园区分拨中心—公共配

送中心—城市末端配送网点”三级配送物流

网络体系建设。深入开展主城区城市配送企

业和车辆示范工作，建立示范企业服务质量

考核结果与示范车辆发展挂钩机制。加快优

化城市配送车辆结构。2020年年底前，选择

1—2家城市配送企业实施重庆城市绿色货运

配送示范工程。新增和更新轻型物流配送车

辆中，新能源车辆和达到国六排放标准清洁

能源车辆的比例超过50%。

市交通局、

市商务委

市公安局、市

生态环境局、

市政府口岸物

流办

11
多式联运

枢纽建设

工程

基本建成两江多式联运物流分拨基地、沙坪

坝铁路综合物流分拨基地、渝北航空物流分

拨基地和南彭公路物流分拨基地，打

造“1+3”重庆国际多式联运枢纽体系。加快

建设江津珞璜、万州新田、涪陵龙头等枢纽

港以及白市驿、木耳、龙盛、南彭等区域性

铁路物流中心和黄磏、唐家沱、鱼嘴等地区

性铁路物流中心。

市交通局、

市政府口岸

物流办

市发展改革

委、市中新项

目管理局、重

庆海关、两江

新区管委会、

保税港区管委

会，有关区县

政府，中铁成

都局集团公

司、重庆港务

物流集团

12 集装箱多

式联运拓

展工程

积极开展铁水联运，打造集装箱铁水联运品

牌线路。加速拓展集装箱水水中转业务，开

行集装箱水水中转公共支线。推动集装箱

船、大长宽比三峡船型、16.2米宽船舶高效

对接，提高集装箱水路运输效能。依托长江

黄金水道，构建原材料和产品“散改集”集

装箱铁水联运对调模式，创新商品车“滚改

集”集装箱化铁水联运方式。

市交通局、

中铁成都局

集团公司

市政府口岸

物流办、中

市中新项目管

理局



依托“渝黔桂新”、陆海新通道国际铁路联

运，深化区域合作机制，集装箱铁海联运班

列实现常态化运行。

铁成都局集

团公司

13 多式联运

示范工程

加强重庆渝新欧多式联运、重庆果园港服务

长江经济带战略铁水联运、国际陆海贸易新

通道集装箱多式联运等示范工程的运行监测

和示范推广，探索实践多式联运“一单

制”。引导和鼓励标准化、集装化、厢式化

运输装备的换代升级。支持铁路运输企业的

装备标准化改造，大力推广应用模块化汽车

列车。

市政府口岸

物流办

市经济信息

委、市交通

局，中铁成都

局集团公司

14
天然气管

道互联互

通工程

加快推进全市“四环二射”天然气区域管网

建设，重点推进区域天然气管道环网及联络

线工程建设，重点推进建设渝西天然气环

网，同步建设渝西天然气环网与主城区天然

气外环管网联络线工程。到2020年年底，全

市天然气管道“一张网”基本形成，运营里

程达到6000公里以上。

市发展改革

委

市规划自然资

源局、市生态

环境局，有关

区县政府，重

庆燃气集团

15
成品油管

道能力提

升工程

强化綦江—重庆成品油管道运营管理。加强

兰成渝成品油管道保护。研究论证湖北—重

庆沿江成品油管道项目。加快推进中航油西

南储运基地及长寿—重庆江北国际机场航油

管道项目前期工作，力争2020年年底前开工

建设。

市发展改革

委

市商务委、市

规划自然资源

局、市生态环

境局，有关区

县政府

16
多式联运

信息互联

互通工程

依托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和在建的重庆智

慧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建设果园港、西部物

流园、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和南彭4大国际多式

联运信息平台和1个国际物流信息协同云平

台，推进多式联运信息交换共享。依托交通

运输部多式联运公共信息平台，加快建设我

市多式联运信息服务中心。到2020年年底，

基本建成多式联运信息服务中心，基本建

成“4+1”物流信息联运协同云平台。

市政府口岸

物流办、市

交通局

市中新项目管

理局、市大数

据发展局、保

税港区管委

会、重庆港务

物流集团、重

庆机场集团、

西部物流园管

委会、公路物

流基地管委会

17 运输结构
调整信息
监测工程

建立货物运输“公转铁、铁水联运”运行动
态、多式联运发展状态、新能源车辆推广应
用等信息运行监测和报送机制，建立动态监
测评估体系。

市交通局 市经济信息
委、市公安
局、市商务
委、市生态环
境局、市政府



口岸物流办、
市大数据发展
局、重庆海关

18
保障措施

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工作制度化和多部门、
多层次协调联动机制，指导全市运输结构调
整工作。加强统筹协调和组织调度，及时研
究解决运输结构调整中的重大问题。

市交通局
市级有关部
门、有关单位

健全支持政策。进一步健全运输结构调整涉
及的市级优惠政策体系。优化支持内容、范
围和方式。研究统筹利用涉及运输结构调整
的专项资金。

市财政局、
市交通局、
市政府口岸
物流办

市级有关部
门、有关单位

加强动态评估。建立健全动态评估机制，确
保责任落实到位。定期收集汇总工作推进情
况，连同运输结构调整工作监测分析表，于
每季度结束后15个工作日内报交通运输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市交通局
市级有关部
门、有关单位

营造良好环境。加强部门联动，积极培育拓
展新兴市场。加强正面引导，及时回应社会
关切。

市交通局、
市政府口岸
物流办

市级有关部
门、有关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