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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都市圈：“通勤一小时”，跑出便民“加速度”
合肥日报记者 苏晓琼

1 小时有多久？ 钟表上分针走完一圈的时
间。 “1 小时通勤圈”，将给合肥都市圈八座城市
居民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

超前谋划 “轨道上的都市圈 ”，以合肥为圆
心的高速公路已覆盖都市圈所有市县， 机场和
港口建设加速前行……

眼下， 合肥都市圈正在着力构建 “水陆空
铁”衔接联动的立体交通网络。 通过这张“网”，
圈内居民在上下班通勤中感受到了极大便利 ，
圈内城市也因此加速共融发展， 打造强劲增长
极。

“高密度”互联互通便利居民
2021 年 12 月 22 日上午，位于巢湖明巢高速

合肥段的苏湾互通施工现场， 路面施工正在进
行，平整宽阔的路面一直向前延伸。 明巢高速起
于宁洛高速明光枢纽，终点至巢湖市 G329，线路
全长约 132 公里。

“明巢高速合肥段 2020 年 6 月 1 日开工，计
划 2022 年年底建成通车， 目前项目已完成路基
工程的 97%。 ”

合肥明巢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黄华
说，明巢高速将连通徐明高速、合徐高速和芜合
高速，打通合肥与滁州的通道，为沿线居民出行
增添便利。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 1 小时通勤圈的基石。
不仅是明巢高速，德上高速合枞段、岳武高速东延
无岳段、 合六叶高速改扩建以及合六南通道等工
程加快建设， 以合肥为圆心的高速公路已覆盖都
市圈所有市县。

备受瞩目的 S329 合六南通道也传来好消
息，六安段正在进行附属工程施工，合肥段也正
在加速施工，建成后合肥到六安将更加便捷。

都市圈的互联互通，“高密度” 成为关键词。
“我们将强化对外互通和对内互联， 完善都市圈
内部交通走廊带建设， 加密城际高速公路网，加
快构建‘1 小时通勤圈’。 ”合肥市发改委相关人
士表示，在一批道路加速建设的同时，还计划开
工建设合周高速滁州-合肥-寿县段、 宣商高速
无为-巢湖段等道路。

“轨道上的都市圈”呼啸而来
每到周末，在合肥上班的荣磊会开车从 312 国

道回六安家里，只需 1个多小时。 有时，他也会买张
高铁票， 从合肥南站出发坐高铁 30 多分钟就能到
家。 因为工作关系，他需要往返合肥与六安两地，而
便捷的交通，让他的“双城生活”有滋有味。

交通日益通畅，跨城生活越发便捷。 这样的
生活，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轨道上的都市圈”加速
构建。 目前，商合杭、合安高铁开通运营，合肥与
芜湖、桐城实现高铁互通，合新高铁、巢马城际铁
路开工建设，合宁高铁、合武高铁、合新六城际铁
路等前期工作加快推进。

如今，合肥铁路营运里程达到 884.6 公里，其
中快速客运铁路 524.3 公里， 铁路营运里程和高
铁里程均位于长三角主要城市第一位。

“合肥已与都市圈中的 6 个城市实现了高
铁动车通达 ， 目前正在推进沿江高铁建设 ，建
成后高铁将抵达滁州城区 。 ”合肥市发改委铁
路办主任刘动力说 。 “十四五 ”期间 ，合肥将形
成对外 13 个方向超 “时钟型 ”高铁辐射网络 ，
并缩短与都市圈兄弟城市之间的时空距离。

立体交通释放强劲“圈动力”
陆上交通动脉蜿蜒，“空中之桥”正在密织。
2021 年 11 月 15 日上午，合肥新桥国际机场

改扩建工程正式开工。 作为长三角机场群的重要
区域枢纽、大型机场，合肥新桥机场是合肥都市
圈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合肥国际航空货运集散
中心发展的重要载体。

合肥新桥机场改扩建工程，肥东白龙通用机
场开工建设，芜宣机场通航运营，蚌埠民用机场
获国家批准……合肥都市圈正在加速布局，提升
空港枢纽能级。 合肥市发改委相关人士表示，下
一步，都市圈还将推进巢湖、桐城、明光、无为等
通用机场前期工作。

“空中之桥 ”抓紧布局 ，“水上公路 ”加速建
设。 记者了解到，目前合肥都市圈拥有 3669 公里
航道总里程， 坐拥 6 大港口、46 个港区和 510 个
泊位，合肥至芜湖“港航巴士”常态化运营。

“我们正在加快引江济淮工程建设，推进兆
西河通江一级航道项目， 构建江淮航运中心，深
化都市圈港口与南京港、舟山港、上海港开展水
运联航、铁海联运、江海联运，促进都市圈区域港
航协调发展。 ”

数字赋能合肥都市圈公共服务一体化
安徽网记者 苏龙鹏

仅需出示安康码，即可预约、参观合肥李鸿
章故居、淮南八公山、六安天堂寨等 A 级旅游景
区；使用安康码乘车功能，可在都市圈城市乘坐
公交车； 在合肥都市圈城市的政务服务大厅，办
理政务事项时， 可使用安康码验证居民身份、核
验电子证照……

为促进基本公共服务便利共享 ，2021 年以
来， 合肥都市圈城市以安康码和社会保障卡为载
体，积极开展“一码（卡）通”建设，推进数字一体化
发展，为居民在都市圈工作、出行提供便利。

刷安康码直接购票取票
2021 年 12 月 24 日， 在合肥市汽车客运中

心站，市民王先生在自助购票机前，点击购票页
面， 选择好到达地点和时间后， 页面上弹出了
“使用安康码扫码购票”的提示。 王先生随即打
开手机上的安康码 ，扫码付款 88 元 ，自助购票
机出票，完成了合肥到望江的购票过程。 “全程
不到 1 分钟，真的很方便。 ”王先生说，从进车站
到购票取票，他一直在使用安康码，连身份证都
不需要。

刷码购票取票、刷码核验、刷码进站，“一码
（卡）通”服务让出行更加便捷。

合肥高位推动 “一码 （卡 ）通 ”建设 ，印发
《合肥居民服务一卡通暨城市一码通实施方
案》，成立以市长为组长、27 家市直单位为成员
的领导小组；基于“一码通域”“多码（卡）互认”
思路，将“一码通”“一卡通”进行整合，一体化推
进“一码（卡）通”建设。 据介绍，“安康码+交通
出行” 的场景应用还有望在机场快线等更多交
通出行场景实现， 切实提升市民交通出行的便
捷性。

“合肥都市圈一码通域合作，是推动区域城市
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手段，以‘安康码’和
社会保障卡为载体，推进‘一码（卡）通’在交通出
行、旅游观光、文化体验等方面应用，探索实现‘同
城待遇’， 为都市圈居民跨城工作、 生活带来便
利。 ”合肥市数据资源局相关负责人说。

进一家门，办两家事
为积极融入合肥都市圈，推动实现合六同城

化，六安、合肥两市主动对接合作事项，迈出了合
肥都市圈“一码通域”合作第一步。

2021 年11 月 9 日，六安市和合肥市数据资源
部门沟通讨论 “合肥都市圈一码通域技术方案”，
通过“安康码”场景建设和应用互通，在交通出行、
旅游观光、文化体验等方面率先探索“同城待遇”。
2021 年 12 月 10 日，六安市数据资源管理局再次
赴合肥对接合六同城化事宜，以“进一家门、办两
家事”为抓手，拟通过打通综合窗口系统、授权代
办方式，实现高频事项无感对接、流转。

截至目前，两地已经实现窗口服务、证明材
料、审批结果等效互认，实现“开设单位住房公积
金缴存账户”等 15 个高频事项“跨市通办”，社会
保障卡补领、换领、换发的事项办理时限由 6 个
月压缩为“异地即办件”，并初步梳理“进一家门、
办两家事”80 余个高频事项。

据了解，合肥都市圈城市将充分发挥合肥在
区域公共服务中的龙头带动作用，以“一码通域”
为支撑，推进城市间居民数字身份互认，实现“一
码（卡）通”在交通出行、旅游观光、文化体验等方
面的应用。

实现公共服务数字一体化
为加快推进合肥都市圈“一码通域”合作，推动

区域城市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合肥市数据资源局还
积极赴芜湖、淮南、六安沟通推进合肥都市圈“一码通
域”工作。2021 年 10月 25日，发起合肥都市圈公共
服务数字一体化发展交流座谈会， 合肥市发改委、人
社局和芜湖市、蚌埠市、淮南市、马鞍山市、六安市、滁
州市、桐城市数据资源部门共商“一码通域”工程。

2021 年 12 月 30 日，《合肥都市圈 “一码通
域”合作框架协议》即将签订。 合肥市数据资源局
副局长王文韬说，发挥数据在数字社会发展中的
基础性和支撑性关键作用，推动都市圈区域数据
要素有序流动，将“一码通域”合作打造成为区域
公共服务数字一体化样板。

截至目前，合肥共申领安康码 1236万人，亮码
4.4亿次， 扫码核验 9.28亿次。 在合肥文化旅游领
域，已累计服务都市圈来肥居民 10.42万人次。

“双城” 生活不是梦
李云胜， 安徽省政府参事室 （文

史馆） 特约研究员， 籍贯六安， 十多
年前到合肥工作， 而家眷仍在六安，
于是坐高铁、 开私家车， 过起了地道
的 “双城生活”。 他的书房号曰 “双
城草堂 ”， 十数年来 ， 他往返于合 、
六两城， 何止成百上千次。 其妻葛萍
贤惠， 学会驾驶技术， 经常周末接送
丈夫。

“从合肥到六安乘坐高铁， 大概
20 多分钟吧； 开私家车， 单趟 40 到
50 分钟， 不到一个小时吧 ， 具体得
看你从哪里出发？” 至今仍两地奔波
的李云胜向记者计算起了每次往返的
通勤时间。

打造合肥都市圈 “1 小时通勤
圈”， 强化全国综合性交通枢纽地位，
构建 “水陆空铁” 衔接联动的立体交
通网络 ， 形成互联互通的交通大格
局， 推动合肥都市圈向更高水平、 更
深层次、 更广领域开拓发展， 一直是
圈内城市矢志不渝的努力方向。

在合肥城的西南面 ， S366 合六
南通道建设项目正在如火如荼地建
设。 该项目全长 33.64 公里， 途经合
肥市肥西县 、 六安市金安区 、 裕安
区、 金寨县、 叶集改革试验区等。

施工方相关负责人透露，2022 年
1 月底， 全线完成桥梁和支线上跨桥
施工，7 月底前，完成除铁路代建段之
外的所有主体和附属工程。 2022 年 12
月底前，完成铁路代建段所有工程。

该项目建设之后， 将成为合肥与
六安之间的一条重要通道， 对于带动
地方社会经济发展、 加快六安市融入
合肥都市圈具有重要意义。

S366 合六南通道建设项目正在
加快推进， 而明巢高速预计 2022 年
国庆将竣工通车。

2021 年 12 月 22 日上午，天气晴
朗，冬日的阳光暖暖地照着，在明光至
巢湖高速公路合肥段苏湾互通施工现
场，一些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路面施工。
与 2020 年夏天记者看到的沟壑起伏
的黄土坡不一样， 这里的水泥路面已
经成型，高高的护坡也已建好。

明巢高速合肥段项目总工程师黄
华介绍，该项目途经肥东县、巢湖市 7
个乡镇 ，全长 50.254 公里 ，按双向四
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 设置匝道收
费站 4 处，概算总投资 57.88 亿元。 该
工程从 2020 年 1 月开工后进展顺利。
目前， 全线路基工程完成形象进度的
94%，路面工程已完成驻地、部分水稳
站建设及水稳底基层试验段施工，项
目完成总投资约 27 亿元。

“合肥段计划在 2022 年 12 月底
通车。” 黄华表示， 这是合肥市自主
建设的首条高速公路。 项目建成后，
与徐明高速共同构成一条省际畅通的
大通道， 有利于加强安徽与江苏、 山
东方向的交通联系， 有利于提升合肥
都市圈城市的外向辐射力。

公路：路网密度在长三
角五大都市圈中位列第二

明巢高速合肥段 、 S366 合六南
通道的加快推进， 是合肥都市圈基础
设施一体化建设当中公路建设的一个
缩影。 目前。 以合肥为中心， 覆盖合
肥都市圈市域、 辐射城际、 连通苏浙
沪的公路网正在形成。

当前， 合肥都市圈公路密度已经
达到 154.4 公里/百平方公里 ， 在长

三角五大都市圈中位列第二， 圈内高
速公路里程超过 2000 公里。 “十四
五” 期间， 合肥都市圈还将共建更加
便捷的公路网络。

一方面， 增加城市间公路通道，
新建改扩建一批高速公路和普通公
路， 促进干线公路与城市道路有效衔
接， 加快打通 “断头路”， 推进 “瓶
颈路” 改造扩容。 另外， 加快构建高
速公路、 国省干线、 县乡公路等多层
次公路网 ， 提升都市圈路网通行能
力。

值得期待的是， 合肥都市圈将加
快明巢高速、 合六叶高速改扩建、 合
六南通道等项目建设， 另外还将开工
建设合周高速滁州-合肥-寿县段 、
宣商高速无为-巢湖段等一批高速公
路项目。

铁路： “时钟” 型高铁
交通枢纽呼之欲出

2008 年 4 月 ， 合肥开通运营第
一条高速铁路 （合宁铁路）。 近年来，
又相继建成运营合武、 合蚌、 合福、
合商 、 合杭 、 合安 6 条重大铁路项
目， 加上在建合新高铁， 已发展成为
“米” 字形高铁网络， 未来将形成时
钟型交通枢纽。

2021 年 1 月 20 日铁路大调图
后， 利用合福高铁、 宁安城际、 合安
高铁， 合肥在长三角率先开通了闭环
列车。 目前， 合肥市铁路营运里程达
到 884.6 公里 ， 其中快速客运铁路
524.3 公里 ， 普速铁路 360.3 公里 ，
铁路网密度 772.9 公里/万平方公里，
超全国、 全省平均水平， 铁路营运里
程和高铁里程均位于长三角主要城市
第一位。

随着商合杭 、 合安高铁开通运
营， 合肥与都市圈内的芜湖、 桐城实
现了高铁互通， 合新高铁、 巢马城际
铁路已开工建设， 合宁高铁、 合武高
铁、 合新六城际铁路等前期工作加快
推进。

合肥市发改委铁路办相关负责人
介绍， 合肥是全国 19 个综合铁路枢

纽之一 。 目前 ， 在建的有新合肥西
站， 规划新建、 扩建的还有肥东站和
合肥南站， 将与既有合肥站构成合肥
枢纽四大主客站格局 ， 以及合肥北
城、 肥西等 6 个辅助高铁站， 形成服
务全域出行的站点布局。

航空： 新桥机场即将成
为超级综合交通枢纽

从 2013 年转场运行以来， 合肥
新桥机场航空业务量增速迅猛， 发展
速度远超全国民航平均增长水平 。
2019 年 ， 完成旅客吞吐量 、 货邮吞
吐量已提前达到设计容量。

2021 年 11 月中旬， 新桥机场二
期正式开工建设 。 2025 年完工后 ，
合肥新桥机场将满足近期目标 2030
年旅客吞吐量 4000 万人次、 货邮吞
吐量 35 万吨、 飞机起降 30.5 万架次
的发展需求。

合肥新桥国际机场还将规划合六
城际铁路衔接， 城市轨道交通中， 除
了熟知的地铁 S1 线， 还有规划中的
地铁 15 号线可到机场。 合肥新桥国
际机场改扩建工程预计 2025 年全面
竣工并投入使用。

同样在 2025 年， 合新六城际铁
路、 轨道交通 S1 线都有望同步开通，
届时新桥机场将成为一个集机场、 城
际铁路、 城市轨道交通、 高速公路等
于一体的超级综合交通枢纽。

2021 年 12 月 16 日 ， 蚌埠民用
机场项目开工建设， 该项目选址位于
蚌埠市怀远县淝河镇北部， 滕湖村东
部， 距离蚌埠市区直线距离约 37 公
里， 计划在 2025 年建成通航。

该项目的建设， 填补了蚌埠民用
机场的空白。

而在 2021 年上半年，芜湖宣城机
场正式通航， 这是安徽省融入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 已纳入
长三角世界级机场群。 未来几年，合肥
都市圈还将加快打造现代化机场群。

完善民航机场布局， 加密国内外
航线网络， 改善通航保障条件， 打造
区域航空服务中心， 加快形成都市圈

航空运输体系， 全面融入长三角世界
级机场群。

除了加快肥东白龙通用机场建
设，建成运营蚌埠民航机场，改扩建芜
湖三元通用机场， 合肥都市圈还将开
工建设滁州民航机场， 加快推进金寨
支线机场建设，积极推进巢湖、无为、
桐城、明光等一批通用机场建设。

航运： 强化都市圈水运
“通江达海”

合肥人一直都有一个 “通江达
海” 的梦想， 如何实现内河航运高质
量发展？

2022 年底引江济淮工程将建成
运营， 合肥市将推动兆西河港区龙桥
作业区和白石天河港区庐江城西产业
新区综合码头项目建设。 合肥市交通
运输局港建处透露， 已在南淝河港区
迎河作业区合肥国际集装箱码头， 考
虑到外向型经济布局和自贸区建设，
规划在江淮运河港区建设下派多式联
运枢纽港， 与兆西河一级航道工程同
步建设，该码头建成后可靠泊 3000—
5000 吨级江海轮，使得合肥港真正实
现河海直达。通过公水联运、铁水联运
等多式联运， 集装箱运输辐射合肥都
市圈内城市、 豫东南等地区。

“十四五” 期间， 合肥都市圈还
将加快构建完善的水运网络。 强化都
市圈水运通江达海能力， 加强长江、
淮河干流和引江济淮等高等级航道建
设， 实施涡河、 茨淮新河、 兆西河、
滁河、 姑溪河等重点航道建设和整治
工程， 构建以长江、 淮河、 引江济淮
航道为主， 其他航道为辅的通江达海
的内河航道网。

同时， 加强港口基础设施建设，
促进区域内港口与内河航道协调发
展 。 在加快引江济淮工程建设的同
时， 推进合肥、 芜湖、 淮南、 蚌埠港
等内河港口与上海、 宁波舟山港的无
缝对接， 完善集装箱江海联运体系，
加快建设合肥江淮航运中心、 蚌埠淮
河航运枢纽、 芜湖和马鞍山江海联运
枢纽。

合肥都市圈互通互联、共生共融
“双城”生活不再遥不可及

合肥在线记者 戴小花

合肥都市圈

无人机航拍的明巢高速合肥段项目施工现场。 高亚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