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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西安至成都高速铁路正式开通，
这条 658 公里长、运营时速达 250 公里的
高速铁路，将被秦岭阻隔的我国西南和西
北地区相连，川陕两地正式进入“3小时经
济圈”。

8 时 22 分，D4251 次动车组列车由西
安北站驶出。列车窗户上贴着有关蜀道
的古诗词，座位上放着熊猫玩偶。

“真是幸运！”张文珂手握“来之不易”
的车票说，“抢了四次才终于购票成功。”
西成高铁的火爆程度从它的抢票速度可
见一斑。12月 3日 18时，西成高铁车票正
式开始预售，开售 5分钟，首趟从西安去往
成都的车票便被“抢光”。

张文珂在西安一家公司工作。为了去
成都看望还在上学的女友，两年前毕业的
张文珂曾经常乘坐K1363次列车往返于西
安和成都之间。“中午 1 时多从西安出发，
16个小时后才能到成都。”张文珂说，有了
高铁，他和女友约定以后每周都要见面。

车厢内欢快的情景，让中铁七局西安
公司西成高铁项目总工程师彭传超感慨
万千：“筑路 5 年，西成高铁终于开通了，
作为参建大军的一员，我十分骄傲和自
豪。”让他更为激动的是，几个小时后他就
能见到还在休产假的妻子以及孩子。

彭传超和妻子蒙丽都是西成高铁的
参建者。这对夫妇所在的项目部承担了
站前工程跨西宝客专特大桥的相关项目。

跨西宝客专特大桥是西成高铁出西
安北站后的第一座特大桥，桥长 17．9 公
里，与既有的西宝客专并行 3.2公里，架桥
机就位后，距离西宝客专的高压线仅 1.23
米。

西成高铁建设过程中，无论是创下纪
录还是首创方法，都不少。西成高铁陕西
公司西成指挥部副指挥长赵定江说：“西
成高铁在建设过程中要么是深挖隧，要么
架大桥。”

同时，西成高铁也是需要“爬坡”的高
铁线路，动车组从西安北站驶出后就一路
上坡，爬坡长度达 45 公里，从最低点到最
高点的海拔落差超过 1000米。为此，建设
者采用了 25‰的长大坡度设计，并克服长
大坡道对机车牵引制动、牵引供电、运输
安全等方面的影响。

西成高铁全线贯通，使中国西部高铁
网络得到了完善，成都、重庆、西安三城之
间的铁路行程被缩短到 1小时至 5小时。

位于成都高新区的梅塞尔科技有限
公司，是一家利用高科技把废秸秆加工制
成各种家具及木地板的公司。但因四川
盆地气候湿润，当地的秸秆容易变潮发
霉。于是，这家公司找到了位于陕西的一
家公司提供优质秸秆，双方的合作也随着
西成高铁的开通进入新阶段。

陕西金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贺新民
说，以后乘上西安至成都的高铁，当天下
午，他就能坐在梅塞尔公司的办公室里谈
合作，再也不用“人困马乏”地赶路了。

专家认为，“成渝西”在航空航天、军
民融合、电子信息等优势产业上具有广阔
合作前景，高铁路网将推动沿线经济总量
超过 5万亿元的“西三角”城市群产业融合
发展。 据新华社成都12月6日电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唐代
诗人王勃昔年送友入川，将长安到蜀州
比为“天涯”。千百年来，逶迤的秦岭巴
山一直是阻碍西部联通外界的天堑。

2017 年 12 月 6 日，西安至成都的高
铁列车呼啸穿过秦巴山脉，开辟了中国
西部发展新格局：西北西南快速通联，
推动中国南北交通格局之变；5 万亿元
经济总量的“成渝西”城市群浮出水面，
带动西部经济格局之变；中国涉及省份
最多的秦巴山集中连片贫困区串起高
铁扶贫路，催生西部人民精神面貌、发
展理念之变。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早在 2000年
前，织有此八字的汉代蜀地织锦护臂就
出现在了西域地区。如今，西安至成都
的高铁，穿越秦岭，让历史上的丝路起
点和制造业中心紧密“握手”相连。在
奋进的新时代，西部正在以昂扬的姿
态，践行“一带一路”倡议，走在中国西
向开放的前沿。

穿越秦巴山 打通南北新通道

秦 岭 -淮 河 线 ，中 国 南 北 地 理 分
界。秦并巴蜀、刘邦兴汉、魏蜀争锋、唐
玄宗避“安史之乱”……千古兴亡多少
事，绕不开巍巍秦岭。盘旋于悬崖绝壁
上的古栈道，已数不清多少次毁于战
火，诉说着行路之难。

时光如白驹过隙，历经磨难的中华
民族已昂首迈向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国
力的不断增强，为破解千古蜀道难提供
了历史机遇。川陕两省人民与铁路建
设者 5 年的汗水，换来了秦巴山脉第一
条高速铁路的通车，西安至成都的铁路
通行时间由过去的 11 小时缩短至最快
约 4个小时。

作为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八
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
分，西成高铁与大西高铁共同形成华北
至西南地区的新通道，连接华北、西北、
西南地区，贯通京津冀、太原、关中平
原、成渝等城市群。通过郑西客专、京
广客专相连，成都至北京的铁路通行时
间从现在最快的 14 小时压缩至 8 小时
左右，四川盆地北上高速铁路彻底打
开。

知名区域经济学家杨继瑞表示，随
着西部加速融入全国高速铁路网，成
都-重庆实现“1 小时交通圈”；西安、昆
明、贵阳、兰州等西部中心城市未来有
望形成“4 小时交通圈”；由此推动西部
形成连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的“8
小时交通圈”。

从更为宏观的视角看，成都和西安
作为我国南北丝绸之路的起点，加上今
年 7 月开通的宝兰高铁，与已建成通车
的西安-宝鸡高铁、兰州-新疆乌鲁木齐
高铁相接，形成了一条从成都－西安－
乌鲁木齐延绵 3000公里的“高铁丝路”，
我国向西开放的道路将更为顺畅。

连通“西三角”打造“第四
增长极”

翻开西部经济地理版图，重庆、成

都以超过万亿元的体量领跑，6000多亿
元体量的西安紧随其后。西成高铁让
成都、重庆、西安这“西部黄金三角”从
概念走向现实，宣告中国西部大开发进
入“城市集群发展”新阶段。

“将西部地区三大城市整合在一
起，完全可以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区。”陕
西省城市经济文化研究会会长张宝通
说，“它既连接西部，又连接长江经济
带，有望成为继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
之后的中国第四增长极。”

速度的改变必将带来资源配置方
式和生产要素布局的改变，随着销售半
径的变化，原有的优势和劣势都可能发
生转换。成渝西今年初同时跻身国家
第三批自贸区；西安和成都以“西飞”和

“成飞”为代表的军民融合产业合作空
间广阔；成渝西跃升为西部城市物流三
大增长极，折射经济交往的不断加强。

陕西省宏观经济学会会长赵锐认
为，西成高铁与成都、重庆空港、水港的
连接，未来的“西三角”城市群必将迎来
产业融合的大潮。

“春江水暖鸭先知”，嗅觉敏感的企
业早已发现西部经济格局之变带来的
商机，今年来四川江油市洽谈合作的陕
西企业猛增至 200 多家，仅旅游企业一
个星期就来了 40 多家。陕西竹园嘉华
控股集团公司在江油投建的“青莲国际
诗歌小镇”2016 年旅游人次突破百万，

“高铁通车后客流量还将翻番。”公司董

事长周素琴信心满满。
西成高铁串起颗颗明珠，沿线城市

纷纷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汉中、广
元、绵阳、德阳都有望在“关天”与“成
渝”城市群扩围过程中占据领先优势。
华侨城、赛伯乐、中国重汽……大型企
业纷纷在沿途三四线城市布局谋篇。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西
部城市群未来还将拥有更大空间。四
川省社科院党组书记李后强表示，随着
高铁网络的不断完善，成都、重庆、西
安、昆明、贵阳五大中心城市未来有望
构成“钻石经济圈”，打造“一带一路”上
最有活力的经济增长区。

串起脱贫路 秦川巴蜀展新颜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已成往事，
固国之本不在天险而在人心。高铁开
进秦巴山集中连片贫困地区，西部人民
看到了追赶时代脚步的希望，迸发出全
面决胜小康的新激情。

国家级贫困县四川青川积极争取、
自筹资金，以“愚公移山”的劲头在 2 个
月内削平了两座山，为子孙后代留下一
座高铁车站。刚从外地回老家工作的
陈玲满脸激动与自豪：在山区小县也能
真切感受到国家的进步了！

在紧邻西成高铁朝天站的四川广
元市朝天区转斗乡，“山菇娘”农副土特
产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安康正抓紧装
修新的土特产店：“我们力争在高铁通
车前开业，以后乡亲们的土特产不愁销
路了。”而与广元相邻的陕西宁强县，种
茶 已 有 20 年 的 王 有 泉 也 打 算 改 造
186.667 公顷茶园：“我们离高铁站只有
2 公里，茶文化馆和博物馆建好后将带
动 500个贫困户脱贫。”

西成高铁被沿途许多地方视为脱
贫奔小康的最大机遇。许多山区县招
商部门的工作人员摩拳擦掌、感慨万
千：过去企业考察往往没有下文，如今
来咨询的应接不暇，各地都憋足了劲找
项目。

全面决胜小康仅剩不到 3 年时间，
对秦巴山集中连片贫困区而言，高铁的
开通无疑是新的起点。如何在巨大机
遇前保持理性思考，及时审视城市群、
经济圈等新事物的冲击、带动，是西部
急需解答的一道考题。

作为秦巴山脉的核心地带，川陕渝
拥有国家中央公园、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等丰富自然资源，更有着以成渝西为代
表的雄厚产业基础和对外开放窗口，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定

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发展理念。”这为西部新格局指明了
发展路径。西部城市群必须站在更高
的历史维度，审视人流、物流、资金流、
信息流成倍增长带来的共赢空间，坚持
以五大理念推动竞争走向竞合，才能在
未来全球经济格局中下好“先手棋”，夺
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

新华社成都12月6日电

西成高铁开辟西部发展新格局
——写在西安至成都高铁通车之际

——西成高铁开通见闻

通衢穿秦岭 蜀道渡若飞

1212月月55日夜日夜，，西安动车段动车组西安动车段动车组
机械师对西成高铁首发车进行检机械师对西成高铁首发车进行检
查查。。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1212月月66日日，，在成都东站在成都东站，，乘客同乘务员和乘客同乘务员和““熊猫熊猫””在西成高铁成都首发列在西成高铁成都首发列
车前合影车前合影。。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1212月月66日日，，西成高铁由西安北站驶出的列车经过西成高铁跨西宝高铁特大西成高铁由西安北站驶出的列车经过西成高铁跨西宝高铁特大
桥桥。。该桥是出西安北站的第一座特大桥该桥是出西安北站的第一座特大桥。。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