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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火车站 12月 15日具备开通条件
本报讯（记者 魏金玉）11 月 25 日，

记者从青藏铁路公司获悉，截至目前，正
在建设的西宁火车站站房主体、 车场进
入收尾、设备安装、调试、检测和验收阶
段， 为 12 月 15 日具备开通条件做最后
的努力。

西宁站结合兰新铁路第二双线（兰
新高铁）引入在原址进行改扩建，主要
由站房工程、 站台雨棚和车场工程三部

分组成。 其中，站房工程主体共三层，旅
客流线采取“上进下出”的设计构思，将
车站分为高架候车层、站台层、出站厅层
三个主要层面和辅助夹层， 最高时段聚
集人数 1.2 万人。 车站站房建筑高度
42.6 米，建筑总规模 6 万平方米。站台采
用无站台柱雨棚， 总建筑面积约为 7.08
万平方米， 顶棚采用铝镁锰金属的轻型
材料，在站台上没有立柱，让旅客的视野

宽阔无阻挡。 车站共设 9 个站台 21 条到
发线， 其中兰青车场为普速场设 8 条到
发线、6 个站台面；兰新车场为高速场设
13 条到发线、11 个站台面。

西宁站改造及相关工程建成后，西
宁地区的运输能力将得到大力提高，近
期具备开行普速和动车旅客列车 134 对
能力，远期具备 153 对；近期具备货运总
量每年为 7300 万吨能力，远期具备每年

为 9800 万吨。 兰新第二双线建成通车运
行后，青海和新疆结束没有高铁的历史，
西宁至乌鲁木齐的旅行时间将由现在的
17 小时缩短至 8 小时左右。

9趟旅客列车提升为直达特快
12月 10 日起实行新运行图

本报讯（记者 魏金玉 通讯员
马文）12 月 10 日起， 青藏铁路公
司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多趟旅客
列车车次、运行时间及路径均有重
大变化。

9 趟旅客列车等级提升为直达
特快： 分别是西宁西至北京西
T152/151 次调整为 Z152/151 次直
达旅客列车； 广州至拉萨 T266/3、
T264/5 次调整为 Z266/3、Z264/5
次直达旅客列车； 拉萨至兰州
K917/918 次调整为 Z917/8 次直达
旅客列车； 拉萨至西宁西 K9801/2
次调整为 Z9801/2 次直达旅客列
车；拉萨至西宁西 K9811/2 次调整
为 Z9811/2 次直达旅客列车；日喀
则 至 拉 萨 K9821/2 次 调 整 为
Z8801/2 次直达旅客列车； 拉萨至
北京西 T27/8 次调整为 Z21/22 次
直达旅客列车；上海至拉萨 T166/3�
、T164/5 次调整为 Z166/3�、Z164/5

次直达旅客列车； 青岛至西宁西
T374/1�、T372/3 次调整为 Z274/1�
、Z272/3 次直达旅客列车。

8 趟旅客列车停站调整变化：
分别为 Z152 次西宁西至北京西，
取消定州、 邯郸、 宝鸡站； Z151
次北京西至西宁西， 取消保定 、
邢台 、 邯郸 、 安 阳 、 洛 阳 站 ；
K1060/57 次西宁西至成都， 增加
定西停站， 取消武山站； K378/5
次西宁西至上海， 取消宿州站；
Z272/3 次青岛至西宁西， 取消章
丘站； Z274/1 次西宁西至青岛 ，
取消渭南、 华山站； T175 次北京
西至西宁西， 增加白银西停站，
取消海石湾、 乐都站； T176 次西
宁西至北京西， 取消海石湾站。

6 趟旅客列车运行时间缩短：
分别是西宁西至北京西 Z152 次运
行时间比原来压缩 2 小时左右；西
宁西至北京西 T176 次运行时间比

原来压缩 1 小时 20 分左右； 拉萨
至北京西 Z22 次运行时间比原来
压缩 1 小时 30 分左右； 兰州至拉
萨 Z918 次运行时间比原来压缩 1
小时 15 分左右； 西宁西至成都
K1060/57 次运行时间比原来压缩
37 分左右；北京西至拉萨 Z21 次运
行时间比原来压缩 20 分左右。

新增 1 趟旅客列车：上海至西
宁西新增开 K2186/7�、K2188/5 次
旅客列车。

停运 2 趟旅客列车：兰州至西
宁西 T207/8�、T209/10 次两趟旅客
列车停运。

据青藏铁路公司客货营销部
相关人员介绍，此次列车运行图调
整工作与全国铁路同步实施。 青藏
铁路公司提醒广大旅客朋友：可拨
打青藏铁路公司 95306 铁路客服电
话或登录铁路客服官方网站，了解
车次详情。

兰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
本报讯 （记者 魏金玉） 11 月

25 日， 兰新第二双线（兰新高铁）
青海段结束了动车联调联试， 进入
运行试验阶段， 为年底开通运营做
准备。

记者从青藏铁路公司了解到，
兰新高铁青海段联调联试从 9 月 9
日开始。 前期， 青藏铁路公司使
用检测车， 采用不同时速， 对建
成的线路开展检测。 随后从 9 月
中旬开始， 改用铁路总公司的动
检车测试， 根据民和至西宁段设
计时速 250 千米， 测试速度从每
小时 200 千米开始测试， 一直达
到每小时 275 千米。 西宁至浩门
段， 设计的速度是每小时 200 千

米， 测试速度从每小时 200 千米
一直测试到每小时 220 千米。

在整个测试过程中， 检测车
用来检测确认线路的、 防护栏的
情况， 之后开行的动检车就是动
车的联调联试， 目前已经全部结
束， 从 11 月 25 日转入运行试验。
运行试验主要分为运行图参数测
试 5 天时间、 应急演练 8 天时间、
17 天的按图运行， 目前已经开展
了。

安全是动车试验阶段最重要的
一环。 青藏铁路公司总工程师办公
室副主任马学成说： “在联调联试
期间， 我们在确保安全方面下了很
大的工夫。 对安全要求非常严格，

要求进入施工区段的人员实名制登
记， 携带的工具、 料具材料等都要
登记， 哪怕是一瓶矿泉水如果带进
区段， 施工人员喝完水后也把空瓶
子带出来。 否则， 一旦因为东西的
遗漏被动车撞上， 后果非常严重。
同时， 沿线每个防护栏的看守也非
常严格， 如果有防护栏门坏了， 会
指派施工单位的正式员工 24 小时
看守， 公安人员也会随时巡查。”

据了解， 兰新高铁青海段内，
共有桥梁 54 座 74.247 公里， 隧道
29 座 85.628 公里 ， 桥隧比例为
73.19%。 其中， 大坂山隧道是兰
新高铁全线最长的隧道 ， 全长
15.908 公里。

兰新高铁通车后
动车或错开停靠 6 个站点

本报讯（记者 魏金玉）兰新高铁沿线车站标志
牌是否采用双语、 通车后动车组在 6 个车站如何停
靠等问题都是市民关注的。为此，青藏铁路公司相关
负责人向大家解惑。

兰新高铁青海段民和南至浩门共设车站 6 个
（不包括西宁站），分别为民和南、乐都南、平安、大
通西、门源、浩门，其中浩门站是越行站，其他 5 个
是中间站。 青藏铁路公司客货营销部主任张锦田介
绍：“如果 6 个站全部停靠不太现实，会影响高铁的
速度。 所以，在以后设置旅客列车停靠车站时，我们
会考虑错开停站。例如，一趟动车组不会 6 个车站都
停，每趟车有选择性地停靠相应车站，从总体全部照
顾到 6 个停靠站。这不仅能提高速度、也能提高上座
率。 ”同时，6 个车站的指示牌、标志牌的设置，将采
用中文和英文，双语标注的方式。

“兰新高铁开通后，运力方面没有问题。 ”张锦
田说，“在兰州方向， 原来乘坐普速列车的旅客，会
向高铁倾斜。毕竟这是西北的第一条高铁，一来有新
鲜感，二来速度快，很多旅客会选择乘坐高铁出行。
因此，一部分客流会从普速列车转移到动车组。 ”

敦格铁路 西格二线
建设进度加快

本报讯（记者 魏金玉）历数今年在建的铁路工
程，除了兰新高铁年内通车运行外，敦格铁路、西格
二线的建设进度也在加快。

敦格铁路，是连接敦煌市与格尔木市的铁路。线
路起点为敦煌铁路敦煌站， 终点为饮马峡站， 并有
连接线前往格尔木站，是沟通新疆、青海、甘肃、西
藏四省区的一条最便捷通道， 连接兰新铁路和青藏
铁路两大干线。 新建正线全长 509.02 公里，其中青
海省境内 235.6 公里，饮马峡至格尔木段，利用既有
的西格二线 152.2 公里。 2012 年 10 月 18 日开工建
设，目前土石方工程已经全部完成，桥梁完成 93%，
隧道工程完成 78%。 根据青海的发展和青藏铁路公
司的运输需求，敦格铁路的饮马峡至鱼卡段，共 133
公里，计划于 2015 年 6 月底建成投入使用；鱼卡至
马海段，共 78 公里，计划 2015 年 8 月底建成投入使
用；剩余部分按建设工期的批复，于 2017 年 8 月建
成使用。

西格二线、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增建二线，
全长 763.493 公里， 于 2007 年 9 月 6 日全线开工建
设。 其中西宁至格尔木的双线电气化除关角隧道
外，已经于 2009 年 12 月 10 日建成投入使用，目前
剩余关角隧道工程计划年内建成开通运营。

●8 趟旅客列车停站调整变化
●6 趟旅客列车运行时间缩短

●相关新闻：

11月 25 日， 一列试运行动车从大
通县塔尔镇上旧庄隧道驶出。 当日，兰
新高铁青海段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年
底开通运营做准备。 本报记者 海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