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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５”泸定地震灾后恢复重建

交通设施重建专项实施方案

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ꎬ为推进交通基础设施灾后恢复重

建工作ꎬ依据灾害损失评估报告ꎬ根据« “９５”泸定地震灾后恢复

重建总体规划»ꎬ制定本方案ꎮ

第一章　 总体要求

第一节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

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导ꎬ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省

第十二次党代会、省委十二届二次全会精神ꎬ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ꎬ坚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ꎬ以“四化同步、城

乡融合、五区共兴”为总抓手ꎬ坚持“讲政治、抓发展、惠民生、保安

全”工作总思路ꎬ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９５”泸定地震恢复重建

工作部署ꎬ以保障安全和改善民生为核心ꎬ统筹兼顾恢复重建与发

展提升ꎬ紧扣灾区战略位置重要、地质地形复杂、生态环境脆弱、旅

游资源丰富的特点ꎬ坚持因地制宜、科学重建ꎬ坚持以人为本、民生

优先ꎬ坚持生态保护、绿色发展ꎬ坚持创新机制、强化保障ꎬ加快推

动交通基础设施恢复重建ꎬ构建灾区多通道生命线网络ꎬ为全面恢

复灾区生产生活秩序、整体提升灾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打造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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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民族地区灾后恢复重建新示范提供坚实的交通基础支撑ꎮ

第二节　 基本原则

立足当前ꎬ远近结合ꎮ 规划期以 “保通、保运、保安全” 为核

心ꎬ集中推进损毁严重路段恢复重建ꎬ尽快恢复运输主通道ꎻ远期

着眼长远发展ꎬ统筹安排一批发展提升类项目ꎬ支撑灾区发展

振兴ꎮ

实事求是ꎬ量力而行ꎮ 结合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

发适宜性评价成果ꎬ综合考虑用地、生态、资金等保障要素ꎬ立足灾

区发展实际ꎬ坚持恢复为主、适当提高ꎬ坚持因地制宜、永临结合ꎬ

合理把握技术标准ꎬ科学确定路线方案ꎮ

突出重点ꎬ分步推进ꎮ 围绕核心受灾区域ꎬ聚焦构建生命线网

络、提升路网韧性等关键问题ꎬ确定建设重点和优先项目ꎻ结合资

金统筹安排ꎬ保障重点、兼顾一般ꎬ分步骤有序推进交通基础设施

灾后恢复重建ꎮ

多措并举ꎬ确保安全ꎮ 统筹各类交通运输方式ꎬ构建多方式、

多层级、多通道生命线交通网ꎬ提高路网韧性ꎻ强化安全设计ꎬ有效

避让和整治地质灾害隐患点ꎬ提高安全保障能力ꎮ

第三节　 重建目标

用三年左右的时间ꎬ构建多通道生命线交通网络ꎬ提升区域路

网抗灾能力ꎬ推动交通基础设施全面恢复并超过灾前水平ꎬ为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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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出行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保障ꎮ

近期完成抢通保通ꎮ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底前ꎬ海螺沟景区实现安全

应急通行ꎬ全面完成重点路段灾害排查和应急处置ꎮ

一年恢复基本功能ꎮ ２０２３ 年底前ꎬ农村公路、运输站场建设工

作基本完成ꎬ灾区交通运输基本恢复ꎬＧ６６２、Ｓ４３４ 等国省干线恢复

重建加快推进ꎬ连接海螺沟、王岗坪景区的公路恢复畅通ꎬ公路防

灾抗灾能力具备一定水平ꎮ

三年完成重建任务ꎮ ２０２５ 年底前ꎬ全面完成方案内高速公路、

国省干线、农村公路灾后重建任务ꎮ 泸定至石棉高速公路建成通

车ꎬ完成新改建普通国省道 ２５８ 公里ꎬ沿大渡河建成高抗灾标准交

通干线ꎬ围绕震中区域形成多通道生命线交通网ꎬ交通基础设施全

面恢复并超过灾前水平ꎮ

第二章　 建设任务

围绕提升通道安全ꎬ加快推动一批灾后恢复重建重点项目建

设ꎬ构建高速公路、干线公路、农村公路、应急运输“四张网”ꎬ形成

多层级多通道生命线交通网络ꎬ有效增强区域路网安全保障能力ꎮ

第一节　 完善高速公路网

加快推进高速公路延伸覆盖ꎬ推动 Ｓ７３ 泸定至石棉高速公路

尽快全面恢复施工ꎬ新增投资约 １０ 亿元ꎬ力争 ２０２５ 年建成通车ꎬ

与 Ｇ４２１８ 雅安至康定段和 Ｇ５ 雅安至西昌段一并形成雅安—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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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石棉高速环线ꎬ高速公路贯穿核心灾区ꎬ实现双向进出ꎬ有效

提升对外通道可靠性和物资运输效率ꎮ 积极推进石棉至甘洛高速

公路前期工作ꎬ提升灾区对外通行能力ꎮ

第二节　 构建干线公路网

围绕提高交通干线路网韧性及抗灾能力ꎬ加快推进 Ｇ６６２ 泸定

至石棉段、Ｓ２１７ 泸定至石棉段、Ｓ４３４ 康定至泸定段、Ｇ５４９ 石棉至九

龙界段等普通国省道项目ꎬ以及海螺沟、王岗坪通景公路的灾后恢

复重建ꎬ形成与重灾区紧密联系的多通道干线公路网ꎮ

１ Ｇ６６２ 泸定至石棉段

Ｇ６６２ 线连接泸定、石棉县城ꎬ串联海螺沟、王岗坪、安顺场等

景区景点ꎬ与雅康高速、雅西高速及 Ｇ３１８、Ｇ１０８ 共同形成成都、雅

安方向通往地震重灾区的主通道ꎮ

Ｇ６６２ 泸定至石棉段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全长 ９７ 公里ꎬ总投资

１６ ２６ 亿元ꎮ 其中ꎬＧ６６２ (原 Ｓ２１７) 灾后恢复重建项目 (泸定境)

４６ ５ 公里ꎬ利用原快速通道ꎬ维持既有二级公路标准(局部三级)ꎻ

石棉县大渡河大桥(甘孜界)至王岗坪段 １７ 公里ꎬ利用既有 Ｓ２１７

线按照二级公路标准建设ꎬ局部灵活掌握技术指标ꎻ石棉县王岗坪

至石棉县城段 ３３ ５ 公里ꎬ利用大渡河左岸原 Ｓ２１７ 通道提升为二

级公路ꎮ 石棉县大渡河大桥(甘孜界)至王岗坪段、石棉县王岗坪

至石棉县城段打捆实施ꎬ名称为 Ｇ６６２ 大渡河大桥(甘孜界)至石

棉县城段灾后恢复重建工程ꎮ 项目计划于 ２０２３ 年开工ꎬ力争 ２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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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建成ꎮ

２ Ｓ２１７ 泸定至石棉段

Ｓ２１７ 线北接 Ｇ３１８ 线ꎬ南连 Ｇ５４９、Ｇ１０８ 线ꎬ沿大渡河与 Ｇ６６２

线并行ꎬ是泸定与石棉间第二条普通干线通道ꎮ

Ｓ２１７ 泸定至石棉段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全长 ５６ 公里ꎬ总投资

６ ６０ 亿元ꎮ 其中ꎬＳ２１７ 灾后恢复重建项目(泸定境)３２ 公里ꎬ利用

既有 Ｓ２１７ 按三级标准恢复重建ꎻＳ２１７ 石棉县王岗坪至石棉县城段

灾后恢复重建工程 ２４ 公里ꎬ利用大渡河右岸既有农村公路按三级

公路标准提升改造(局部灵活掌握技术指标)ꎬ泸定县得妥至石棉

县王岗坪段与 Ｇ６６２ 共线ꎮ 项目计划于 ２０２３ 年开工ꎬ力争 ２０２５ 年

建成ꎮ

３ Ｓ４３４ 康定至泸定段

Ｓ４３４ 线连接康定至泸定县得妥镇金光村ꎬ衔接 Ｇ３１８ 和 Ｇ６６２ꎬ

串联海螺沟、燕子沟、红石公园等景区景点ꎬ是联系地震灾区的北

向重要联络线通道ꎮ

Ｓ４３４ 线康定至金光段灾后重建项目(不含雅家埂隧道)全长

８３ 公里ꎬ总投资 ３ ８２ 亿元ꎮ 其中实施养护工程 １４ 公里ꎬ局部提升

抗灾能力ꎻ按照三级公路标准恢复重建 ６９ 公里ꎬ计划于 ２０２３ 年开

工ꎬ力争 ２０２５ 年建成ꎮ 另新建 Ｓ４３４ 雅家埂隧道 ９ ５ 公里ꎬ总投资

１９ ４ 亿元ꎬ计划 ２０２３ 年开工ꎬ力争 ２０２８ 年建成ꎮ

４ Ｇ５４９ 石棉至九龙界段

Ｇ５４９ 线连接雅安石棉和甘孜九龙ꎬ衔接 Ｇ１０８ 和 Ｇ２４８ 线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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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两条南北干线公路的重要联络线ꎬ也是连接石棉的重要生命

线通道ꎮ

Ｇ５４９ 石棉县城至蟹螺(九龙界)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全长 ２２ 公

里ꎬ总投资 ２ ００ 亿元ꎬ现状为三、四级在建公路ꎬ按二级公路标准

重建提升ꎮ 项目 ２０２２ 年开工ꎬ力争 ２０２５ 年建成ꎮ

５ 重要景区公路

海螺沟景区道路灾后恢复重建工程(磨西至三号营地段)连

接磨西镇和共和村ꎬ以及海螺沟景区一号营地、二号营地和三号营

地ꎬ是进出海螺沟景区的唯一通道ꎮ 项目全长 ２９ 公里ꎬ总投资

７ ６０ 亿元ꎬ按照三级公路标准恢复重建ꎬ在抢通保通永久性工程基

础上ꎬ通过新建隧道、明洞、桥梁等结构物ꎬ在局部点位形成多路径

通道ꎬ进一步提升安全水平ꎬ同时在沿线增设观景台、停车带等服

务设施ꎬ提高旅游服务能力ꎮ 项目 ２０２２ 年开工ꎬ力争 ２０２３ 建成ꎮ

石棉县 Ｘ０６６ 王岗坪至王岗坪景区段灾后恢复重建工程是连

通王岗坪景区、衔接发旺村的干线公路ꎬ全长 ５９ 公里ꎬ总投资 ２ ００

亿元ꎬ沿原路按照四级公路标准恢复重建ꎬ局部适当优化线形ꎮ 项

目计划于 ２０２３ 年初开工ꎬ力争 ２０２３ 年底前建成ꎮ

第三节　 畅通农村公路网

围绕农村公路网韧性和抗灾能力提升ꎬ畅通农村公路微循环ꎬ

强化局部区域互联互通ꎬ支撑服务灾区经济社会发展ꎮ 开工建设

石棉县 Ｘ０７３ 两河口至界碑石 (甘孜界)灾后恢复重建工程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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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ꎬ并打通连接泸定县湾东村、紫雅场村和石棉县跃进村、幸福村

的农村公路ꎬ新建通往甘孜州、雅安市地质灾害避险安置点公路ꎬ

尽快恢复严重受灾村镇交通联系ꎬ方便灾区群众生产生活ꎮ 结合

养护工程ꎬ加快推进地震灾区受损一般农村公路恢复重建ꎬ进一步

提升农村交通基础条件ꎮ

１ 通乡公路

(１)石棉县 Ｘ０７３ 两河口至界碑石(甘孜界)灾后恢复重建工

程全长 ３０ 公里ꎬ总投资 １ ９０ 亿元ꎬ按三级公路标准原路恢复重

建ꎬ局部提升抗灾害能力ꎮ 项目计划于 ２０２３ 年开工ꎬ力争 ２０２４ 年

建成ꎮ

(２)泸定县燕子沟镇至燕子沟景区冰窖口段改建工程全长 ３２

公里ꎬ总投资 ０ ２２ 亿元ꎬ按四级公路标准进行路面改造ꎮ 项目计

划于 ２０２３ 年开工ꎬ力争 ２０２３ 年建成ꎮ

２ 通村公路

(１)石棉县通村公路ꎬ对 Ｙ０２１ 幸福村和跃进村通村公路按四

级单车道公路标准恢复重建ꎬ全长 １４ 公里ꎬ总投资 ０ ０７ 亿元ꎮ 项

目 ２０２２ 年开工ꎬ力争 ２０２３ 年建成ꎮ

(２)泸定县通村公路ꎬ对泸定县湾东村、紫雅场村通村公路按

四级单车道公路标准恢复重建ꎬ全长 ４３ ５ 公里ꎬ总投资 ０ ２２ 亿元ꎮ

项目 ２０２２ 年开工ꎬ力争 ２０２３ 年建成ꎮ

(３)泸石高速便道项目ꎬ全长 １７ ４ 公里ꎬ总投资 ０ ０９ 亿元ꎬ按

四级公路标准恢复重建ꎬ打通咱里村、新华村、撒喇池沟水电站、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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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村等通村公路ꎮ 项目 ２０２２ 年开工ꎬ力争 ２０２３ 年建成ꎮ

(４)甘孜州集中安置点道路ꎬ按四级单车道标准新建连通泸

定县集中安置点的农村公路共 ９ ２ 公里ꎬ总投资 ０ ０５ 亿元ꎮ 项目

２０２２ 年开工ꎬ力争 ２０２３ 年建成ꎮ

(５)雅安市集中安置点道路ꎬ按四级单车道标准新建连通石

棉县、汉源县集中安置点的农村公路共 １２ ４ 公里ꎬ总投资 ０ ０６ 亿

元ꎮ 项目 ２０２２ 年开工ꎬ力争 ２０２３ 年建成ꎮ

３ 其他农村公路

通过实施养护工程ꎬ加快推进其他一般受损的农村公路恢复

通行能力ꎬ全长 ８９７ 公里、总投资 ３ １６ 亿元ꎮ 其中ꎬ甘孜州 ４９９ 公

里、投资 １ ７６ 亿元ꎬ雅安市 ３９８ 公里、投资 １ ４０ 亿元ꎮ

第四节　 打造应急运输网

建设泸定县应急物资中转站ꎬ结合乡镇综合服务站、村级公共

服务场所ꎬ形成直达农村末端的公路运输网ꎬ提高应急物资分发和

配送能力ꎬ实现区域物资调运全覆盖ꎮ 依托大渡河开辟水陆联运

通道ꎬ完善康定机场通用航空应急救援功能ꎬ研究建设石棉县城、

草科乡、王岗坪乡航空直升机起降点ꎬ增强灾区物资设备调运能

力ꎬ保障灾区群众生产生活ꎮ

第五节　 兼顾远期发展提升

统筹恢复重建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乡村振兴、交旅融合等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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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发展需要ꎬ积极加强与“十四五”交通运输发展规划及中期调整

方案衔接ꎬ从完善灾区公路网络、提高路网效率和交通承载能力考

虑ꎬ进一步加大项目储备ꎬ加快推进一批发展提升类项目前期工

作ꎬ支撑灾区特色发展、振兴发展、高质量发展ꎮ
专栏 １　 发展提升类项目

　 　 Ｇ６６２ 康定市姑咱至丹巴段改建工程、Ｓ４３３ 荥经县泗坪至牛背山(泸定界)段改

建工程、Ｓ４３３ 泸定县荥经界至冷碛段改建工程、Ｓ４３５ 泸定县兴隆镇至汉源县三交乡

(雅安界)改建工程、Ｓ４３５ 汉源县宜东镇广安大桥至汉恩村飞越岭段新建工程、Ｓ５４２
石棉县蟹螺乡至甘孜州洪坝乡新建工程、Ｓ５６９ 康定市甲根坝乡至贡嘎山乡改建工

程、康定市 Ｘ０１２ 石棉界至贡嘎山村段改建工程、海螺沟景区第二通道新建工程、泸
定县得妥镇南头村至发旺村公路改建工程、田坝至燕子沟镇新(改)建工程、石棉王

岗坪至高桥村(石棉境)新(改)建工程ꎮ

第三章　 资金筹措

根据灾害损失和重建任务目标ꎬ交通基础设施恢复重建总投

资估算 ７３ ４８ 亿元ꎮ 其中ꎬ普通干线公路(不含 Ｓ４３４ 雅家埂隧道)

３８ ２８ 亿元ꎬ农村公路 ５ ７７ 亿元ꎬ运输场站 ０ ０３ 亿元ꎬ通过争取中

央资金、统筹省级资金、地方自筹等方式筹集资金ꎻＳ７３ 泸定至石

棉高速公路恢复重建投资 １０ 亿元ꎬ由蜀道集团通过设计变更自行

筹资解决ꎻＳ４３４ 雅家埂隧道投资 １９ ４ 亿元ꎬ由打捆招商投资人蜀

道集团、中铁城投筹资建设ꎮ

第四章　 组织实施

第一节　 加强组织领导

　 　 在省“９５”泸定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委员会领导下ꎬ发挥好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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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设施重建组作用ꎬ进一步充实交通恢复重建力量ꎬ形成省、市、县

联动的工作推进机制ꎮ 交通运输厅负责加强协调督促ꎬ积极指导

交通设施恢复重建工作ꎬ甘孜州、雅安市及各县(市)人民政府切

实履行工作主体责任ꎬ推进项目实施ꎬ确保灾后恢复重建目标任务

落到实处ꎻ省发展改革委、财政厅、自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和省林

草局等有关部门(单位)依据职责分工ꎬ加强工作指导ꎬ支持解决

交通重建过程中项目立项、行政审批等问题ꎬ做好项目建设要素保

障工作ꎮ

第二节　 强化资金筹措

加强向交通运输部汇报争取ꎬ力争将 Ｇ６６２ 泸定至石棉段等项

目纳入交通运输部“十四五”规划中期调整方案ꎮ 统一按“三州”

地区补助标准ꎬ加大省级财政支持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灾后恢复

重建力度ꎮ 鼓励甘孜州、雅安市通过发行专项债方式筹集海螺沟

等景区公路剩余建设资金ꎮ 支持泸定至石棉高速公路结合受损情

况依法开展设计变更ꎬ由项目公司自行筹资恢复重建ꎮ 积极协调

国电大渡河公司对 Ｓ２１７ 等大岗山电站还建公路重建项目ꎬ给予适

当资金补偿ꎬ并在建成移交后支持公路养护ꎮ

第三节　 加大要素保障

支持交通重建项目优先纳入县级以上国土空间规划ꎬ对纳入

国家重大项目清单和省重点项目清单的单独选址项目ꎬ所需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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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指标由省级统筹、全额保障ꎻ其他项目用地由市(州)统筹保

障ꎬ指标不足的由自然资源厅统筹调剂支持ꎮ 交通运输部门加强

与发展改革、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林草等部门沟通协调ꎬ推进项目

立项、行政审批等手续“超常规不超程序”加快办理ꎻ推动实行环

境影响评价政府承诺制ꎬ实行项目先开工后补办ꎻ支持在重建项目

用地红线范围内ꎬ采挖砂石土等建筑材料自采自用ꎮ

第四节　 加快前期工作

按照“超常规不超程序、交叉并行推进”的原则ꎬ加快推进项

目立项和勘察设计ꎬ确保重建工作有序衔接ꎮ 鼓励将同一行政区

内同类项目打捆招标或联合招标ꎬ依法、合规选择工作实践经验丰

富、技术实力强、市场信誉好的单位ꎬ确保勘察设计工作质量ꎮ 支

持具备条件的恢复重建项目采取工程总承包(ＥＰＣ)等方式ꎬ加强

设计施工阶段的统筹管理和协同运作ꎬ加快推进项目实施ꎮ

附件: １ “９５” 泸定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生命线交通网示

意图

２ “９５” 泸定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重点公路项目示

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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