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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往首都的高鐵（部分）
已通車高鐵

名稱

京滬高鐵
（北京─上海）

京福高鐵
（北京─福州）

京廣高鐵
（北京─廣州）

建設中高鐵

名稱

京九高鐵
（北京─香港九龍）

京張高鐵
（北京─張家口）

京哈高鐵
（北京─哈爾濱）

記者張寶峰製表

通車時間

2011.6

2015.6

2012.12

預計通車時間

「十三五」末期

2020年底

2018年底
（北京至瀋陽段）

全長（公里）

約1318

約808
（合肥至福州段）

約2294

全長（公里）

約2000

約174

約1300

設計時速
（時/公里）

380

350及以上

350

設計時速
（時/公里）

350

250-350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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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3個小時，我們就到北京了，路上我
們還搞了一個民生問題座談會呢。」說起今次
乘坐高鐵進京參加兩會的體會，全國人大代表
、山西省殘聯副理事長郭新志興致勃勃地告訴
大公報，乘坐高鐵既快捷方便，又安全舒適，
讓赴會之旅充滿幸福感。

從2008年中國第一條高鐵─京津城際鐵路
開通運營，迄今中國高鐵已從東部沿海到中西
部地區全面鋪開。中國鐵路總公司統計數據顯
示，截至2015年，中國高鐵達1.9萬公里，居世
界第一位，與其他路網一起基本覆蓋中國50萬以
上人口的城市。

解放軍亦乘高鐵進京
2日7時20分，黑龍江代表團抵達北京，不僅

成為首批到會的京外代表，也打響了今年兩會
各地 「高鐵進京」的第一炮。

乘高鐵赴兩會，今年也不單是各省代表委
員的 「專利」，解放軍代表團同樣對這種高效
高質的交通方式青睞有加。大公報了解到，來
自北部戰區陸軍的全國人大代表即乘坐G188次
高鐵抵達北京南站，而其中既有基層官兵，亦
有將軍。

就在數年前，全國多數人大代表團選擇乘
飛機來北京參會。然而，起飛和降落時間的不
確定性，以及機場到駐地的遠距離，再加上不
時遭遇的堵車，令很多代表頗為苦惱。如今，
高鐵進京的 「半小時圈」已超過50座城市，它們
分布在河北、山東、河南、山西、江蘇、安徽
等11個省市，最快的只需30分鐘。

郭新志告訴大公報，老話說 「要想富，先
修路」。時至今日，國家發展還是要講這個道
理。如今中國大地高鐵遍布，讓物流與信息都
實現了無障礙流通，內地與國際貿易也都更加
暢達。此外，高鐵的發展還提高了每一個國人
的生活品質和尊嚴，高鐵的發展真切地體現了
本屆政府務實為民的施政風格。

快捷舒適安全 代表委員青睞

乘高鐵赴盛會成新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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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湖北代表團乘坐高鐵抵達北京 新華社

2日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紛紛
從各地奔赴北京參加兩會。大公報了解
到，黑龍江、山東、江蘇、河北、陝西
等省代表均選擇高鐵進京赴會，成為今
年兩會的一大亮點。代表們紛紛表示，
坐着高鐵去開兩會，快捷舒適又安全，
這一現象必將成為全國兩會的 「新常態
」 。有代表還表示，高鐵提高了每一個
國人的生活品質和尊嚴。

大公報記者張寶峰北京報道

連續四年搭高鐵赴會
【大公報訊】記者賀鵬

飛北京報道：2日下午5時
23分許，江蘇團代表乘坐的
G130次高鐵準時抵達北京南站，
其中大部分代表已是連續四年乘坐
高鐵來京出席全國人大會議。

在京滬高鐵建成通車之前，江
蘇的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主要
是乘坐飛機赴京。2011年6月，舉世
矚目的京滬高鐵建成通車，這極大
地改變了沿線民眾的出行習慣。次
年3月，江蘇的大部分代表委員，都
興致勃勃地首次乘坐高鐵赴京出席
兩會。

據悉，自此以後，很多代表都
喜歡這一交通方式。因為高鐵非常
方便快捷，如果從南京出發，其中
最快的高鐵全程只要3個半小時左右

，最慢的也只要4個多小時，
且票源非常充足。

與此相比，從南京到北京的飛
機航班少得多，飛行時間也要2個

半小時左右，算上往返機場的時間和
安檢、登機等時間，並不比乘坐高鐵
的時間短。如果考慮到越來越頻繁的
航班延誤，高鐵極少出現晚點的優勢
更是非常明顯。

來自江蘇連雲港的全國人大代
表白力群對此深有體會。他所在的
連雲港雖然建有機場，但是往返北
京的航班每天只有晚上一班，以往
乘坐這一航班抵達北京已是深夜。
雖然連雲港不是京滬高鐵的停靠站
，但這幾年白力群都是選擇從連雲
港乘坐兩個半小時的汽車到徐州，
再從徐州換乘高鐵赴京。

江蘇

新建鐵路3500公里
【大公報訊】記者朱䴉、

任麗北京報道：3月2日，
出席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
議的陝西代表團乘坐高鐵抵達北
京。 「陝西代表團乘坐高鐵赴京參
加兩會今年是第四年，已經常態化
。」全國人大代表、陝西省發改委
主任方瑋峰直言，高鐵時代的到來
，更加方便、經濟、快捷，適合國
人需要。

方瑋峰介紹，2012年底開通西安
北至北京西高鐵列車，從側面反映
出了陝西經濟社會發展取得的巨大
成績。據了解，今年1月29日陝西省
提出加快 「米」字形高鐵網等鐵路
建設步伐，建設鐵路3500公里。方瑋
峰冀通過 「十三五」建設，讓陝西
人出行乘坐高鐵成為常態化。

全國人大代表、西安廣播電視
台播音部主任孫維表示，隨着高鐵
時代的到來，為旅遊業創造了更便
利的條件，加速了人們之間的交流

。特別是高鐵沿線遊現在已成
為一種新型的旅遊方式，它

相較與傳統旅遊具有用時短
、跨度長的優點，有效帶動了沿

線經濟發展和旅遊相關產業。陝西
高鐵開通後，為古絲綢之路起點城
市西安的 「快進」提供輔助，也將
黃金周假期旅遊活動半徑擴大，以
西安為中心輻射周邊的自助、自駕
遊成為亮點，帶來更多追求個性化
、多樣化旅遊的遊客。

陝西

▲2日，陝西代表團在大巴車上派
發證件 新華社

米字形高鐵網成型
【大公報訊】記者王艷華、

馮雷北京報道：2日上午11時
30分，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
會議的河南省全國人大代表乘G90次
高鐵抵達北京。

上午9時，河南省全國人大代表們
從鄭州東站登上開往北京的高鐵，一
路上他們或是交談提案或是接受隨團
媒體的採訪。2015年上合峰會在河南
鄭州召開時，李克強總理及多國總理
同乘高鐵到鄭州參加上合峰會成為一
段佳話，河南高鐵也成了代表們熱議
的話題。

過去河南代表赴京參加兩會是乘坐
卧鋪夜車，夜裏出發至次日凌晨到京。
如今乘坐高鐵，兩小時三十分鐘即可抵
達。

2015年底，鄭徐高鐵、鄭萬高鐵等
相繼開建，加上已經運行的鄭西高鐵、
京廣高鐵、鄭太高鐵（部分），河南米
字形高鐵網已經成型。根據相關規劃，
目前在建的鄭徐高鐵、鄭萬高鐵、鄭合

高鐵會在2020年底以前投入使用
，屆時以鄭州為中心的米字形

高鐵網將進一步突顯河南地處中
原的區位優勢，成為南來北往經濟文

化交流的強大樞紐。

河南

▲2日，河南代表團李士強代表走上站
台 新華社

5個城市1小時到京華
【大公報訊】記者顧大鵬北

京報道：全國人大代表、河北精英集
團董事長翟志海，提前一天通過手機APP買好
石家莊至北京的G6742次高鐵火車票。2日下
午，他處理好公司業務，趕往石家莊火車站
刷身份證進站上車，剛好是下午兩點半。4分
鐘後，火車就出站了。同一車廂內，還有10

多位河北的代表，一個小時多就到了北京西
站。在火車上和代表們談起高鐵的發展，翟
志海代表深有感觸。15年前河北傳媒大學請
北京師資講課，周日下午從北京接，周五下
午派車送，費時費力又辛苦。現在北京的專
家學者參加在河北舉辦的活動，一早從北京
乘高鐵出發，主辦方只需在當地的高鐵站接

站即可，安全、準時還不受天氣影響。
翟志海代表說，京津冀一體化，高鐵先

行。河北11個設區市，有8個與北京有高鐵連
接，其中5個城市與北京實現了1小時交通圈
，3個城市距離北京2小時。離北京最遠的張
家口，因2022年冬奧會的原因，與北京的交
通聯繫有望更為便捷。

河北

▲2日，江蘇代表團乘高鐵抵達北京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