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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

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是国家经

济发展模式逐步向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新发展格局转变的起始期；也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

交通强国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时期。强民生、补短板成为“十

四五”发展的重要任务，结合我市交通发展现状，围绕我市全面

建设富强文明美丽的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的奋斗目标，加快构

建内通外联的区域交通枢纽中心，编制我市综合交通“十四五”

及中长期规划。

本规划在总结我市“十三五”期间交通建设取得成就的基础

上，分析“十四五”及中长期交通运输发展需求，明确规划目标

和重点任务。它不仅是我市综合交通“十四五”及中长期总体发

展规划的纲领性文件，更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在交

通运输领域的细化和落实，是服务我市产业结构转型、经济结

构调整的有利保障，是促进县（市、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举措。

规划期为2021-2025年，中长期到20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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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划》编制过程

紧紧围绕市委九届十次全会提出建设富强文明美丽的现

代化区域中心城市的宏伟蓝图，以构建“六个中心”之一的区

域交通枢纽中心为目标，科学编制全市综合交通“十四五”及

中长期规划。在规划编制过程中，坚持“开门编规划”的理念，

充分考虑了我市“十四五”及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和交通建设

需求，通过“十四五”及中长期的规划和建设，加快构建我市

内通外联的区域交通枢纽中心，同时充分征求各县（市、区）、

市直相关部门的意见建议，确保规划编制的科学合理和可实

施性。

一是和市发改、市自然资源等相关市直部门持续沟通对接，

确保交通规划和全市相关行业规划的有效衔接，特别是按照“多

规合一”的原则，将交通规划项目列入全市国土空间规划内。

二是和各县（市、区）深入对接，由局主要领导和主管领

导带队逐一到 20个县（市、区）分别和县（市、区）领导见面，

面对面征求意见建议，更加深入地了解县（市、区）的规划思

路和想法，并将好的意见和建议纳入《规划》内。

三是就重大建设项目多次和部、省相关部门对接，争取

国家和省级层面在规划和政策方面的支持，使我市交通规划

更好的融入上级交通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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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规划》初稿完成后，按照市政府要求，聘请交通

部公路科学院、建设部规划设计院和省交通规划设计院等部

门的权威专家对我市综合交通“十四五”及中长期规划进行审

查把关，同时以书面形式征求各县（市、区）及有关市直部

门意见。目前已按照部省专家、各县（市、区）及市直有关

部门的意见和建议对规划再次进行了修改完善和提升，形成

《邯郸市综合交通“十四五”及中长期规划》。

二、“十三五”发展成就

“十三五”期间，在市委、市政府和省交通运输厅的领导

下，我市交通运输行业发展迅速，全市交通系统累计完成投资

377亿元，多项交通重点工程投入使用，多项交通行业工作全

国或全省领先，初步形成了由高铁、高速公路、航空、普铁、

干线公路、农村公路构成的层次分明、纵横交错、便捷高效、

功能齐备的综合立体交通网，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出行

提供了交通保障。“十三五”期间，全市公路通车总里程达 1.95

万公里，是“十二五”末的 1.16倍，其中全域高速公路通车 534

公里、国省道通车 1695 公里、农村公路通车 1.72 万公里，分

别是“十二五”末的 1.15倍、1.21倍和 1.15倍。

（一）铁路网络服务功能不断提升

“十三五”末，全市铁路形成以京广高铁、京广铁路、邯长

铁路、邯济铁路、邯黄铁路五条干线铁路和沙午铁路、马磁铁

路两条支线铁路为骨架的“三纵一横两环”铁路网，全市铁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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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总里程 548公里，其中包含 77公里高速铁路（京广高铁）；

铁路专用线建设持续推进，公转铁取得明显成效。2020年，铁

路客货运吞吐量分别达到 2438万人、9008万吨。

（二）公路网络服务功能不断完善

——“三纵两横一环”高速公路网络成型。2019 年底，太

行山高速公路邯郸段建成通车，我市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

534 公里。大广高速公路、京港澳高速公路、太行山高速公

路、青兰高速公路、邯大高速公路 5 条高速公路形成了我市

“三纵两横一环”高速公路网。对内实现主城区及县城互联互

通、便捷通达；对外实现东出山东半岛、西连西北腹地、南

通中原经济区、北达京津地区，为我市打造晋冀鲁豫交界区

域内通外联的交通枢纽中心提供了交通保障。

——高速公路服务水平显著提高。“十三五”期间，我市

全面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实现车辆在两省省界不减速

通行；青兰高速、邯大高速 132 条车道 ETC 设备全部完成安

装，大大提高了通行效率；新安装 ETC 车辆 74 万辆（省任

务 70 万辆），普及率达 80%；增设青兰高速户村互通，服务

河北省第四届园博会、缓解邯郸西出口交通压力；全力推进

青兰高速龙虎互通、绕城高速肥乡西互通前期进展，取得积

极成效；主城区高速出入口达到 10 个，城市对外联通更为便

捷、高效；邺城收费站出入口由 “3进 3出”扩建为“4进 6出”、

馆陶收费站出入口由 “2 进 3 出”扩建为“3 进 4 出”、磁山收



5

费站出入口由 “2 进 4 出”扩建为“3 进 6 出”，有效改善了区

域交通环境，提升高速公路通行效率，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干线公路网络布局不断完善。“十三五”期间，国道

G107 等 12 个项目完成立项；大外环公路开工建设；完成省

道 S240 邯邢界至国道 G309段改造工程等项目约 235 公里干

线公路建设。“十三五”末，邯郸市域内普通国省干线公路通

车总里程达到 1695 公里，主城区与各县（市、区）实现一级

公路相连，各县（市、区）之间基本实现一级公路相连；镇

镇通干线公路；市域 4A 级以上景点均有二级以上公路相连。

基本建成了通达乡镇、功能完备、畅安舒美的干线路网体系。

——“四好农村路”建设全省领先。“十三五”期间，大力

开展农村公路路域环境整治，加快农村公路提质升级，完成

农村公路新改建 5535 公里，新增通车里程 2340 公里，通车

总里程达到 1.72 万公里。农村路域环境全面提升，有力推动

乡村特色旅游，增强城乡互动，为实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战略打下扎实基础。我市是全省唯一拥有两个国家级示范区

的地级市；省级示范县 14 个，全省第一。

（三）民航事业再上新台阶

邯郸机场完成三期改扩建工程，设计年旅客吞吐量 150

万人次，功能设施和承载能力大幅提升；旅客年吞吐量由“十

二五”末的 25 万人次增加到 97.07 万人次，货运量由“十二五”

末的 400 吨增加到 1026.5 吨，在省内仅次于石家庄正定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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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在省内支线机场中始终保持客货运总量第一和增长速

度第一；通航城市由“十二五”末的 8 个增加到目前的 23 个，

基本形成了覆盖华东、东南、中南、西南、西北、东北地区

的航线网络格局。

（四）综合客运枢纽中心投入运营

邯郸客运枢纽中心是集长途客运、公交、商业配套服务

于一体的城市综合交通枢纽，是交通运输部确定的全国 100

个客、货运枢纽之一。目前一期客运枢纽中心建成并投入使

用；二期换乘广场已完工，将实现高铁、长途、公交、出租

等多种交通运输方式高效便捷转换。

（五）公共交通绿色发展

“十三五”期间，公共交通覆盖范围持续增加，主城区运

营班线持续加密，公共交通服务能力持续提升，形成以主城

区为主，同时覆盖经济开发区、成安县、峰峰矿区、永年区、

冀南新区的公交网络。公共交通绿色低碳，我市是全省第一

个主城区实现公交纯电动化的城市；老年人免费乘公交年龄

由 70 岁降至 65 岁，推出一分钱乘公交、一小时免费换乘等

惠民利民系列活动；实现移动支付全覆盖，支付方式由多个

电商平台组成。基本建成覆盖广泛、方便快捷、绿色智能的

公共交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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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展形势

当前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明显加剧。

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全省交通发展虽面临

外部环境不确定、土地资源超载、要素成本上升等挑战，但也

拥有京津冀协同发展集中发力、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交通

强国加快建设等重大机遇。我市处于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中原经

济区两大国家战略叠加区，市委九届十次全会提出到 2035年全

面建设富强文明美丽的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的宏伟蓝图，加快

构建“六个中心”，即区域经济中心、商贸物流中心、交通枢纽

中心、文化旅游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教育医疗中心。其中构

建区域交通枢纽中心成为全市交通行业持续发展的主线，谋划

建设一批全局性、战略性重大交通项目，不断为邯郸经济社会

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对交通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全面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要求进一步提升邯

郸核心竞争力和辐射能力

“十四五”期间，我市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随着京津

冀协同发展和中原经济区两大国家战略深入实施，我市要抓

住机遇，提升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快速推进产业结构调

整转型升级、完善生态环境治理、加速融合数字经济与实体

经济，进一步提升邯郸的核心竞争力。我市要增强机遇意识

和风险意识，把握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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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格局的实践要求，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

不断开辟发展新境界，全力构建“六个中心”，不断增强邯郸

的辐射带动能力。

（二）加快构建区域交通枢纽中心，要求进一步推动交通

高质量发展

邯郸作为京津冀的南部门户，处于晋冀鲁豫四省交界处

的核心地位，区位优势突出。“十四五”期间，我市必须抢抓

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的大好机遇，积极参与区域产业转移和分

工协作，主动融入周边经济圈，努力构建冀南地区重要的经

济增长极，这就要求我市要进一步完善综合运输主通道，推

动交通高质量发展，形成与周边省市互联互通的骨架交通网

格局，促进经济要素在区域间的流动和聚集，推动区域经济

一体化发展，把邯郸建设成为内通外联的区域交通枢纽中心。

（三）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要求进一步提升邯郸路网通

达水平

京津冀协同发展为邯郸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邯郸以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为“抓手”，以京津冀交通一

体化为先导，主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十四五”期间，应

继续增强邯郸与京津冀特别是与核心城市的交通快速连接，

提升路网服务水平和通达能力，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吸引

投资落户邯郸，形成特色产业集群，助力邯郸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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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地等要素制约，要求创新交通发展新思路

我市基本农田数量多，耕地补划费用高，国家土地政策

对占用基本农田的刚性要求也越来越严格，同时我市西部涉

县、武安生态保护红线分布密集。而交通项目占用基本农田

多，甚至不可避免占用生态红线，导致土地审批难度不断增

大。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政策，综合分析、论证

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程度，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

制定切实有效的推进措施，努力在要素制约上取得突破。

四、“十四五”及中长期总体思路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围绕

交通强国战略，依据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对邯郸的定

位（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之一），全面落实省委九届

十一次、十二次全会和市委九届十次全会精神，按照建设现代

化区域中心城市的总体部署，坚定不移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

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绿色可持续发展，坚持交

通先行，发挥邯郸历史文化、区位、交通、资源和产业五大优

势，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牢牢把握交通运输服务邯郸发展的基础性

和先导性特点，服务区域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文化旅游

中心、商贸物流中心、教育医疗中心五大中心建设，助力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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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优势重构、交通枢纽打造、生态文明建设、数字邯郸培育

四大重点任务，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

四五”时期，结合全市“十四五”规划纲要和国土空间规划，全力

构建我市公铁交汇、陆空衔接、通南达北、承东启西的区域交

通枢纽中心，形成安全便捷、优质高效、绿色智能、一体畅联

的综合交通运输服务体系，为奋力谱写交通强国邯郸篇章开好

局、起好步，努力开创建设富强文明美丽的现代化区域中心城

市新局面，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积极贡献。

（二）基本原则

1. 先行引导、适度超前

切实发挥交通建设在促投资、稳增长中的先行官作用，

继续推进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优先安排符合国家及全省

战略和规划、投资重点和方向的重大项目、重点工程，尽快

补齐发展短板、着力优化综合运输结构，努力实现交通运输

能力的适度超前配置，进一步提升邯郸市作为京津冀联动中

原的区域性现代物流枢纽城市的交通运输支撑能力。

2. 统筹兼顾、协调融合

统筹发展的速度、质量和效益，科学安排增量，合理确

定建设规模，充分整合存量资源，提质增效。统筹各种运输

方式发展，充分发挥各种运输方式的比较优势和组合效率，

合理确定交通建设项目的技术标准。统筹建设、养护、运输、

管理，促进交通运输全面发展。统筹城乡、区域交通运输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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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发展，推动区域城乡交通一体化，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

融合发展。

3. 服务优先、以人为本

把服务和保障民生作为交通运输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着力提升运输服务水平，推进交通运输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加快改善农村地区群众的出行条件，全面提高交通运

输的安全性、可靠性和应急保障能力。让交通运输现代化的

建设成果更公平的惠及城乡居民，让群众出行更便捷，更具

幸福感和获得感。

4. 绿色智能、集约发展

贯彻低碳绿色的发展理念，把环境保护意识贯穿到综合

交通运输发展的各个环节，促进行业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主动适应土地、资金、环境等约束，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河

道、空域等资源。

（三）规划目标

依据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对邯郸的定位（80个全

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之一），围绕全面建设富强文明美丽的

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的总目标，不断完善交通基础设施，逐步

提升交通服务水平，加快构建主城区邯郸东站和邯郸机场“双枢

纽”交通格局，打造京津和郑州之间南北走廊上客货运最畅、通

达最便捷、服务最优的交通中心。从十四五开始，全面发挥邯

郸“三纵一横两环”铁路网、“三纵两横一环”高速公路网和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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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网的交通长板优势，致力于补齐缺少东西向高铁、部分区

域上下高速不便捷的短板，外建大通道、内构立体网，进一步

完善铁路网络布局，提升公路服务能力，拓展航空客运班线，

发展空铁联运新业态。

到 2025年，加快推进铁路、公路和民航三大体系建设，初

步形成区域交通枢纽中心。基本形成邯郸至全国省会城市 3小

时到达、国内热点旅游城市 3小时到达、京津冀城市 2小时到

达和周边城市 1小时到达的“3321”交通圈，提升邯郸对外吸引

力和影响力。

铁路方面：提升铁路枢纽城市地位，进一步完善邯郸铁路

基础设施的网络规模和通达能力，开工建设聊邯长高铁，凸显

邯郸承接东西、连通南北的枢纽作用；提高普速铁路运能，建

设一批工矿企业铁路专用线，打通货运“最后一公里”；开行市

域（郊）铁路，加强市域内部便捷联系；研究城市轨道交通。

公路方面：优化高速公路网络布局，谋划“五纵三横一环”

高速公路网，力争开工建设京武高速公路邯郸段，力争开工建

设邯郸至邱县高速公路，推进邯郸至太行山高速公路前期工作，

实施高速公路收费站扩道，基本实现县（市、区）15分钟上下

高速公路；进一步提升国省干线路网服务能力，形成便捷畅通

的“六纵四横一环”干线公路网，实现主城区到周边县（市、区）、

相邻县（市、区）之间一级公路直接快速通达；巩固“四好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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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全国领先成果，大力推进旅游路、产业路和生态路建设。到

2025年力争全市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2.3万公里。

民航方面：进一步扩大机场航线通达范围，争取国内通航

城市达到40个左右，构建通达全国主要城市的航线网络；谋划

设立区域转运集散中心，推进临空经济区发展。加快魏县通用

机场建设，研究邱县通用机场等项目。到2025年，邯郸机场旅

客吞吐量达到300万人次/年，货运吞吐量达到2000吨/年，初步

建成具有较强辐射带动作用的区域中心机场，成为辐射晋冀鲁

豫四省交界地区的旅游集散中心和航空物流中心。

到 2035年，我市公铁交汇、陆空衔接、通南达北、承东启

西的区域交通枢纽中心地位进一步提升，形成邯郸东站和邯郸

机场“双枢纽”发展格局，初步实现高铁、城际、航空、城市轨

道交通、市域（郊）铁路等多种交通方式有效衔接、快速换乘。

形成服务便捷的铁路网，功能齐备的高速公路网、便捷畅通的

干线公路网、覆盖广泛的农村公路网、互联互通的旅游公路网、

局部通航的水运网；民航事业持续发展，邯郸机场航线通达国

内 60个城市、国际 5个地区（毗邻区域）。

五、“十四五”规划主要内容

（一）铁路

规划建设聊邯长高铁、石邢邯城际、衡潢高铁，邯黄铁路

复线及 21 条专用线；规划建设邯郸东站至机场市郊铁路联络

线，开行 3条市域（郊）铁路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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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速铁路

（1）聊邯长高铁。聊邯长高铁位于山西、河北、山东三省，

线路起自太焦高铁长治东站，沿青兰高速通道向东，经潞城、

黎城、涉县、武安、冀南新区、成安、广平、魏县、大名、馆

陶，向东接郑济高铁聊城西站。邯郸段境内全长约 169公里，

投资约 342亿元，同期新建高铁南站动车所以及馆陶、大名北、

魏县北、成安、邯郸南、武安南和涉县北 7个站点。该项目建

成后将实现太焦高铁、京广高铁、京九高铁（规划）、京沪高

铁、山东半岛城市群城际铁路的互通互联，有利于加强晋东南、

冀南和胶东半岛之间的联系，强化地区间深度开放合作，发挥

轴带集聚功能，形成与沿海地区沟通联系的前沿地带，推动沿

线城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2）石邢邯城际。石邢邯城际线路北接京石城际，经石家

庄市正定县、长安区、裕华区、栾城区、赵县，邢台市桥东区、

沙河市，邯郸市永年区、丛台区等。邯郸段境内全长约 60公里，

投资约 80亿元，同期新建永年站、改造邯郸东站。石邯城际铁

路是京津冀区域“四纵四横一环”城际主骨架之“一纵”的组成部

分，是以城际客流为主、兼顾部分中长途客流的高速铁路。项

目的实施可直接改善沿线群众的出行条件，并为拉动冀南地方

经济发展总量起着强大的助推作用，对于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

战略、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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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衡潢高铁。衡潢高铁由衡水引出，经邢台、邯郸（方

案一经邱县、大名、馆陶；方案二经邱县、曲周、永年、邯郸

东站、成安、魏县、大名）、濮阳、开封、周口，最后到达河

南潢川后与既有京九铁路相连，构成南北上下新通道。邯郸段

境内全长约 80公里，投资约 122亿元。该项目将有效缓解京九

线的交通压力，可以将一部分客流分散到城市外围，既疏解了

中心城区压力，也能促进外围县区的发展。同时加强邯郸与河

南、湖北、江西、广东等省市的连接，带动沿线地方区域经济

发展。

2. 普通铁路及铁路专用线

规划建设邯黄铁路复线，全长 70公里，投资 35亿元，设

计速度 120公里/小时，同期新建肥乡北、曲周西、鸡泽北 3个

站点；规划建设河北元宝山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铁路专用线等 21

条。

3. 市域（郊）铁路

规划建设邯郸东站至机场市郊铁路联络线；规划开行邯郸

市郊铁路 S1、S2、S3 线，利用既有线的富余运力开行市郊列

车，是邯郸中心城区与周边城镇、卫星城镇之间重要的交通方

式，可引导规划落实，促进沿线城市组团发展建设，充分利用

既有铁路资源，发挥城市服务作用，同时盘活铁路闲置资产，

实现城市和铁路双赢。总投资 19.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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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 S1线为利用既有邯长线邯郸至涉县段开行市郊列车，

线路长度 110.7公里。线路维持既有 80公里/小时标准不变，建

设内容为对局部进行病害整治，武安、磁山及涉县站 3座车站

站台改建为 1.25米高站台，站房内客服设备进行必要的补强，

既有 3 处无人看守平交道口改为有人看守平交道口，投资 3.1

亿元；

二是 S2 线为利用既有京广线邯郸至马头段及马磁线开行

市郊列车，线路长度 61.3公里，利用京广铁路 15.8公里，利用

马磁线 45.5公里。线路维持既有 60公里/小时标准不变，局部

进行病害整治，马头、彭城及和村 3座车站站台改建为 1.25米

高站台，站房内客服设备进行必要的补强，既有 18处无人看守

平交道口改为有人看守平交道口，投资 2.7亿元；

三是 S3 线为利用既有京广线邯郸至邯郸南段及邯济线邯

郸南至馆陶段开行市郊列车，线路长度 90.5公里，利用京广铁

路 7.5公里，利用邯济线 83公里。线路维持既有 120公里/小时

标准不变，对局部进行病害整治，肥乡、广平及馆陶站 3座车

站站台改建为 1.25米高站台，站房内客服设备进行必要的补强，

投资 2.7亿元。

四是邯郸东站至机场市郊铁路联络线，规划新增邯郸东站

至邯济铁路市郊铁路联络线，同时新增市郊铁路邯郸机场站，

实现邯郸东站、邯郸南站、邯郸机场、邯郸站的联通，强化“双

枢纽”之间及市域内部便捷联通，构成一体化的市郊铁路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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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达市域主要组团和各县核心区：通过市郊铁路 S1线，实现 1

小时通达武安站、磁山站、涉县站；通过市郊铁路 S2线，实现

1小时内通达马头站、新坡站、峰峰站、彭城站、义井站和和

村站；通过市郊铁路 S3线，实现 1小时通达河沙站、肥乡站、

广平站、曹庄站和鸡泽站。

“十四五”期间，铁路方面，开工建设聊邯长高铁，建成 21

条专用线，开行 3条市郊铁路线路，推进石邢邯城际、邯黄铁

路复线及邯郸东站至机场市郊铁路联络线前期工作。

（二）城市轨道交通

城市轨道交通线网共规划 6条线路，分别为 1-6号线，总

长 213.3公里，共设车站 136座。其中：1号线连通东区、老城

区、冀南新区和峰峰矿区，为东北-西南走向，线路长度 52.8

公里，设站 31座；2号线贯穿中心城区，连接永年、城北黄粱

梦组团、老城区、马头城区和冀南新区职教城，为南北走向，

线路长度 38.7公里，设站 22座；3号线贯穿中心城区，连接武

安、老城区和东区，为东西走向，线路全长 42.1公里，设站 24

座；4号线连接城北苏里组团、老城区和城南高教、物流组团，

主要为南北走向，线路长度 20.1公里，设站 17座；5号线连接

老城邯山区、新区代召组团和肥乡区，为东西走向，线路长度

27.3公里，设站 17座；6号线连接苏里组团、东区和老城邯山

区，并贯穿东区开发区、新区核心、代召组团，线路长度 32.3

公里，设站 25座。6条线在中心城区交织成网，形成多方向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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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交通走廊、多点换乘的网络形态，中心城区与峰峰矿区、永

年区、肥乡区、武安市等周围县（市、区）的联系将更加方便、

快捷。

“十四五”期间，城市轨道交通方面，视国家政策要求适时

研究城市轨道交通 1号线一期和 4号线建设方案。

（三）高速公路

在现有“三纵两横一环”高速公路网的基础上，结合我市

建设区域交通枢纽中心的定位，实施邯馆高速公路（原青兰

高速一期）冀鲁界至邯郸西互通段和青兰高速涉县至冀晋界

段改扩建工程，规划北京至武汉、邯郸至邱县、邯郸至太行

山高速、邯郸至郑州和邯郸至长治 5 条高速公路，全力加快

构建“五纵三横一环” 高速公路网，便捷全市县域互联互通，

提升对外辐射能力。规划里程共 489 公里，总投资 539 亿元，

分别是“十三五”规划高速公路（太行山高速公路 68 公里、95

亿，京武高速公路 90 公里、108 亿）里程和投资的 3.1 倍和

2.65 倍。

1．实施邯馆高速公路（原青兰高速一期）冀鲁界至邯郸

西互通段改扩建工程

青兰高速公路是我市东西向运输主通道，该通道一期工

程（冀鲁界至邯郸西互通段 94 公里）于 2007 年 8 月 18 日建

成通车，批准收费年限 15 年，2022 年 8 月 17 日收费到期。

为确保高速公路可以正常维护运营，拟对青兰高速一期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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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扩建，本次改扩建起于冀鲁界，终于邯郸西互通，与大广

高速、京港澳高速公路、京广高铁、京广铁路、南水北调等

南北向工程交叉，全长 94 公里，拟在现有道路两侧加宽，由

双向四车道扩建为双向六车道，项目估算总投资 56.3 亿元。

2．实施青兰高速涉县至冀晋界段改扩建工程

青兰高速涉县至冀晋界路段设计为双向四车道，于 2004

年建成通车，是连接冀晋两省的重要通道，与该段相接的邯

郸至涉县段（东段）为双向六车道，山西段（西段）已改扩

建为“4+3”双向七车道。青兰高速涉县至冀晋界段利用邯郸至

长治方向对既有四车道高速公路进行改建，接已完成改扩建

的青兰高速山西省界段，路线全长 13.5 公里，项目总投资 17

亿元。

3. 重点推进北京至武汉高速公路邯郸段

北京至武汉高速公路，北起北京，经雄安新区，南至冀豫

界后，向南和河南省规划的安阳至罗山高速公路对接。我省境

内全长约 320公里，途经保定市、石家庄市、辛集市、邢台市、

邯郸市，其中邯郸段长约 90公里，投资 108亿元，途经鸡泽东、

曲周西、肥乡东、广平西、魏县西 5个县区。项目的建设对于

促进我省中南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加强我市与雄安新区的直

接联系，服务我市融入京津冀一体化，提升我市对外辐射能力

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省路段已初步列入全省交通运输“十四

五”规划和国家高速公路网中期调整方案内，列入国家高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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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可得到国家层面在政策、资金、土地等方面的支持。与我省

对接的河南省规划安阳至罗山高速公路进展较快，其中，濮（阳）

鹤（壁）高速公路以南段已开工建设，以北段正和我省对接，

2021年 2月，河北、河南两省交通运输厅就我市京武高速公路

省界接头位置签订了接线协议。两省已达成共识，共同推进项

目建设。

4. 谋划推进邯郸至邱县、邯郸至太行山高速、邯郸至郑州、

邯郸至长治四条高速公路项目

一是邯郸至邱县高速公路，该项目是主城区联系邯郸东北

部平原区域的一条高速射线，西起绕城高速外环（太极路东延

与高速外环交叉处），途经广府古城（北）、鸡泽（南）、曲

周（北）、邱县（北），东至大广高速公路（邱县刘云固村北），

长约66公里，投资79亿元。该项目将解决邯郸东北部县城与主

城区无高速直接连通的现状，有利于曲周次中心城市建设，优

化区域营商环境，促进沿线产业聚集和旅游发展（5A级景区广

府古城），同时可加强京港澳高速和大广高速的横向联系，完

善高速路网布局。

二是邯郸至太行山高速公路，该项目是主城区到西北部山

区的一条高速射线，东起绕城高速外环（省道S104绕城与高速

外环交叉处），途经武安北、涉县（青塔湖），向西与山西天

（镇）黎（城）高速相接，长约78公里，投资93亿元。该项目

连接了邯西生态区、紫山、京娘湖、东太行、青塔湖等我市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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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产业聚集区，将开辟一条主城区直达西北部旅游景区的高速

通道，可大大缓解旅游区域交通拥堵问题，带动邯郸西部旅游

资源开发、特色产业发展，同时加强京港澳高速和太行山高速

之间的横向联系。

三是邯郸至郑州高速公路，该项目是京港澳高速和太行山

高速之间的一条南北向通道，北接邢衡高速公路（邢台高速外

环），途经武安（西）、峰峰矿区（西）、磁县（岳城水库东），

向南接河南省规划的安（阳）郑（州）高速公路，我市境内长

约80公里，投资91亿元。该项目途经紫山、元宝山、响堂山，

对于促进沿线产业发展和旅游资源开发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可

加强武安市、峰峰矿区与高速公路的互联互通。

四是邯郸至长治高速公路，该项目是主城区到西南部的一

条高速射线，东起绕城高速外环（林峰高速口），途经冀南新

区（西）、峰峰矿区（北）、磁县（天宝寨）、涉县（西达镇），

与太行山高速联通，向西接山西平（顺）长（治）高速公路，

全长约68公里，投资72亿元。该项目服务我市西南部矿产资源

外运，推动沿线溢泉湖景区、响堂山、天宝寨、炉峰山、漳河

小三峡等旅游景区串珠成链、做大做强、融合发展。同时项目

通过绕城高速和邯大高速连通，东至山东、西达山西，形成我

市南部一条东西向高速通道，对于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沿线经

济文化互动具有重要意义。

5. 启动高速出入口改扩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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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实施青兰高速公路龙虎互通改扩建，项目建设对缓

解现有龙虎互通上下高速交通拥堵现状，服务邯钢产业发展、

完善邯钢周边配套路网建设，带动涉县龙西工业园区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二是新增京港澳高速公路肥乡西互通工程，该项目将有

效缓解青兰高速邯郸东互通的通行压力，便捷国道 G309 通

行车辆与高速公路的快速转换，对带动邯郸东部工业园区和

地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是启动青兰高速、邯大高速收费站扩道工程。按照市

委、市政府安排部署，围绕交通上的堵点、难点和百姓关注

点，全力推进青兰高速、邯大高速公路沿线收费站提质升级

工作，从提升邯郸市对外形象、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发挥服

务通行功能的角度考虑，确定改造规模和提升方案，最大程

度提升承载通行能力，便捷车辆顺畅上下高速。先期启动吕

营、肥乡、邯郸西、林峰、馆陶、黄粱梦、史村、淑村、和

村、涉县东等 10 个高速收费站扩道工程。

四是谋划服务县区发展的互通及连接线拓宽工程。力争

建成京港澳高速河沙镇高速口改造、京港澳高速邺城互通连

接线拓宽工程；开工建设大广高速邱县南互通及连接线和大

广高速曲周互通；适时开展大广高速与 309 国道互通工程和

邯馆高速广平互通及连接线前期工作，便捷县区上下高速公

路，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和群众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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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期间，高速公路方面，建成青兰高速公路一期改

扩建工程、青兰高速公路 10处收费站扩道工程、京港澳高速肥

乡西互通工程、青兰高速龙虎互通改扩建工程；力争开工建设

北京至武汉高速公路邯郸段；力争开工建设邯郸至邱县高速公

路，谋划推进邯郸至太行山高速公路前期工作；推进大广高

速新增曲周互通等互通改扩建工程；有序推进邯郸至郑州、邯

郸至长治高速公路方案研究工作。

（四）干线公路

规划干线公路项目 69个，全长约 1542公里，总投资 779

亿元，分别是“十三五”规划干线公路里程（531公里）和投资

（142亿）的 2.9倍和 5.5倍。

1. 邯郸大外环

邯郸大外环公路全长80公里，投资109亿元，由国道G107、

国道G309、省道S104三条干线公路组成，采用双向六车道一级

公路标准，串联永年区、邯山区、经开区、冀南新区、复兴区、

丛台区。该项目是河北省大气污染综合治理“4+2”城市绕城路重

点建设项目，项目的建设对于拉大城市发展框架、提高土地开

发利用效率、进一步增强城区辐射范围和辐射能力，加快同城

化发展进程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国道G107邯邢界至马头南段

已开工建设，国道G309邯郸绕城段、省道S104邯郸绕城公路圣

井岗至宋小营段两项目施工图已批复。

2. 干线主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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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构建南北贯通、东出西联的干线公路主通道格局，

提升干线主通道“内通外联”的服务功能，打造高品质、高效

率的快速干线公路网，加强邯郸与周边地市、市域内各县（市、

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互动和人员往来，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快

速发展。有序推进国道 G515 定州至浚县公路邯郸段、国道

G234 兴隆至阳江公路邯郸段、省道 S237 大子文至边马公路

邯郸段三条纵向干线主通道；省道 S344 尖冢至永年公路邯郸

段、省道 S349 束馆至左权公路邯郸段、省道 S350 边马至黄

沙公路三条横向干线主通道建设。“三纵三横”干线主通道规

划项目 21 个，里程约 603 公里（其中续建项目 4 个，全长

114 公里；新开工项目 14 个，全长 442 公里；推进前期项目

3 个，全长 47 公里）。

3. 主城区直达周边县（市、区）快速通道

我市行政区划调整后，城区发展框架拉大，主城区和周

边县（市、区）的联系更加密切，人员流动、车量流动逐年

增加，日益增长的交通需求对公路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为进一步强化主城区和周边县（市、区）的通行能力，实现

我市主城区和周边县（市、区）的快速通达、服务主城区与

周边区域融合发展，实施邯郸城市东南路网南北贯通工程、

邯郸至成安公路（国道 G107 东南环至成安东环）、邯郸至

曲周—邱县公路、邯郸至永年公路、邯郸至肥乡公路、邯郸

至峰峰公路等 8 个项目，建设里程约 150 公里（其中续建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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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1 个，全长 14 公里；新开工项目 5 个，全长 110 公里；开

展前期 2 个，全长 26 公里）。

4. 省际对接路

省际道路的畅通对于两省交界区域经济文化互动起着重要

作用，为提升省际交界区域路网通行能力、便捷群众出行、加

强经济文化交流，构建更为高效便捷的省际交通网络，进一步

改善我市与周边省的交通环境，实施国道 G107马头南至冀豫

界段（含漳河特大桥）、省道 S239肥回公路魏县段、省道 S224

文大公路大名县城至冀豫界段、省道 S349束左公路大名县城至

冀豫界段等 4个项目，建设里程约 104公里，均为新开工项目。

5. 县域联络线

随着全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群众出行方式不断多样化，

县域之间车流量不断增加，部分城镇密集区的交通承载能力

不足。为强化县域互联互通，进一步提升干线公路通达标准

和路网服务水平，完善路网结构布局，优化县域投资环境、

推动县域经济互动发展，规划国道 G106 馆陶绕城段、省道

S345馆蝉公路曲周段、省道 S550马义公路峰峰段、国道 G309

邯郸至武安段、国道 G309 涉县至山西界段等 33 个县域联络

线项目，里程约 595 公里（其中新开工项目 20 个，全长 305

公里；开展前期项目 13 个，全长 290 公里）。

“十四五”期间，干线公路方面，建成主城区大外环、赵

王大街、邯郸城市东南路网南北贯通工程、国道 107 邯郸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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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道 G515 邯郸段等 25 个项目；开工建设道省道 S349 邯

郸段、省道 S344 邯郸段和省道 S350 邯郸段等 26 个项目；开

展 18 个项目前期工作。

（五）公路养护

以提升路面技术状况指数和桥梁安全管理为重点，采用新

技术新工艺，加强普通干线公路日常养护力度，确保路面技术

状况指数继续保持全省先进水平，加强桥梁日常管养力度，确

保一二类桥梁占比不低于桥梁总数的 95%；利用“互联网+”技

术，实现公路养护智慧化管理；以服务社会公众舒适出行为主

线，推动已建成的 11个服务区和 12个停车区的文明服务创建

工作，打造功能多样、服务优质、环境协调的公路服务设施；

以创建“畅、安、舒、美、绿”的公路通行环境为目标，持续开

展公路交通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确保我市普通干线公路路面

范围内达到“路露本色，基本无浮土”。

（六）农村公路和旅游公路

巩固“四好农村路”全省领先成果，持续推进“四好农村路”

高质量发展，继续大力开展农村公路建设和管理，按照因地制

宜、以人为本，与优化村镇布局、农村经济发展和广大农民安

全便捷出行相适应的要求，进一步把农村公路建好、管好、护

好、运营好，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提供

更好保障。同时结合自然生态环境、县区产业定位和美丽乡村

建设，继续大力推进重要县道、重要景区旅游路和美丽乡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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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生态路建设，进一步提升农村公路建设标准和质量，改善人

民群众出行环境。

“十四五”期间，农村公路方面，实现地方道路通达程度更

深、覆盖空间更广，为交通发展提供广泛的基础服务网，促进

城乡一体化建设。其中，重点推进红河谷特色旅游路、邯西旅

游路、广府至紫山旅游路等项目，以特色农村路建设促进群众

增收、带动地方特色产业及旅游业发展、便捷群众出行。

（七）民航发展

1. 邯郸机场

邯郸机场是提升我市晋冀鲁豫四省交界地区中心城市地位

的重要支撑，也是我市融入京津冀一体化的重要交通保障。2019

年旅客吞吐量97万人次，在全省支线机场中排名第一，货运吞

吐量1026.5吨；2020年旅客吞吐量65万人次，货运吞吐量602吨。

“十四五”期间，在邯郸机场三期改扩建完成的基础上，积极开

拓航线航班、扩大对外开放、完善物流功能，服务我市经济发

展需要。到2025年，基本建成具有较强辐射带动作用的区域中

心机场，成为辐射晋冀鲁豫四省交界地区的旅游集散中心和航

空物流中心。

一是进一步加强邯郸机场通达范围，加快邯郸机场航线拓

线增班。在现有通航呼和浩特、鄂尔多斯、天津、大连、沈阳、

哈尔滨、上海、温州、杭州、南京、厦门、青岛、广州、宜昌、

深圳、珠海、海口、重庆、成都、贵阳、昆明、西宁、兰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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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个城市的基础上，加密现有成都、重庆、海口等高品质航线；

增开长春、南昌、长沙、南宁、福州、合肥、佛山、宁波、无

锡、南通、芜湖、腾冲（或保山）、三亚、张家口、秦皇岛、

烟台等省会城市和热点旅游城市航线，国内通航城市达到40个

左右，旅客吞吐量达到300万人次/年，是2019年（“十三五”期

间最高年份）的3倍。

二是开通旅客及机组人员过夜功能。建设邯郸机场旅客过

夜用房，解决放置过夜飞机、实现邯郸机场首发，同时解决在

航班延误或取消时，旅客和机组人员的住宿问题，以此增加机

场服务功能，项目投资1.3亿元。

三是积极推进临空经济区和空铁联运发展。依托25平方公

里的临空区规划，推进邯郸机场货运功能不断发展，加快推进

临空经济区建设，设立临空经济区物流集散转运中心，重点发

展航空客运、货运代理、仓储配送、保税物流、电商物流、冷

链物流、供应链管理等业态，打造航空物流产业链，推进空铁

产业园区和临空物流园区建设，引入普洛斯投资（上海）有限

公司（中国最大的现代产业园提供商和服务商）和中通快递集

团等大型企业，逐步打造高端临空产业，构建空铁联运发展新

格局。货运吞吐量达到2000吨/年，是2019年（“十三五”期间最

高年份）的2倍。

2. 通用机场

着力推进通用航空差异化发展，有序推进通用机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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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通航产业零突破。结合省级有关规划，规划魏县、邱县、

武安市等通用机场。

一是魏县通用机场。位于邯郸市魏县经济开发区。功能定

位是重点开展通用飞机研发设计及9座以下飞机制造、私照培

训、通勤运输、科学实验、农林作业、观光旅游等。目前工可

已批复，正在进行初步设计工作。

二是邱县通用机场。位于南辛店乡潘官寨村东。主要用于

我县及周边开展医疗救援、抢险救灾、公务飞行、短途客货运

输、飞行训练、飞播飞防、空中游览等通用航空飞行。

三是武安市通用机场。位于武安市贺进镇石井沟村与矿山

镇葫芦峪村、南山底村、北山底村交界处，紧邻太行山高速顿

井出口，直升机起降点选址在武安市活水乡李家庄村。机场建

成后，对短途客运、森林防火、应急救援、抢险救灾、空中游

览、飞机租赁、航空物流、驾驶培训等政府公共服务和私人航

空需求及有效的拉动邯郸、武安等周边县市旅游业上档升级发

挥重要作用。

“十四五”期间，通用机场方面，建成魏县、邱县通用机场，

实现私照培训、科学实验、农林作业、观光旅游等功能。

（八）客运场站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市大部分县（市、区）汽车

客运站位于县城繁华地段，原有汽车客运站规模较小，汽车进

出站经常造成交通拥堵，且站场功能单一，配套设施落后，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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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满足市民出行需求。为进一步便捷群众出行，规划新改建14

个汽车客运场站，缓解老城区交通拥堵现状，改善区域大气环

境，优化交通场站和公交线路布局，更好更优服务人民群众。

“十四五”期间，客运场站方面，建成客运场站7个。一级客

运站项目3个，分别为魏县汽车客运站、峰峰公交客运综合站、

涉县汽车客运站；二级客运站项目1个，为广平客运枢纽中心；

三级客运站项目3个，分别为邱县城乡客运站、临漳邺城博物馆

客运站、肥乡区客运站。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县（市、区）政府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全

面支持规划的实施，将该规划实施作为发展地方经济的重要抓

手，与区域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衔接一致，保障

交通建设土地、资金等要素供给。建立规划动态调整机制，加

强规划实施的跟踪分析，根据交通运输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

新问题，适时调整规划和相关政策，增强规划的可操作性。

（二）加强资金保障

加强资金保障力度，除积极争取上级补助资金外，各县（市、

区）政府要加大公路基础设施投入力度，全力做好地方配套资

金筹措工作，确保项目配套资金列入地方财政预算。同时，积

极探索建设筹融资体制改革，推动公路项目实施政府和社会资

本（PPP等）合作模式，引进社会资本参与项目投资、建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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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护；探索建设模式多样化、筹融资渠道多元化，为项目建设

提供资金保障。

（三）加强用地保障

提高机遇意识，加强国家政策学习，深入领会国家最新土

地政策。积极建议国家有关部委将普通省道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纳入用地预审受理范围，允许重大建设项目使用补充耕地国家

统筹规模，出台生态红线不可避让论证工作相关管理办法。与

自然资源部门建立协调机制，做好与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将

规划项目用地纳入各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落实项目土地用途

管制。

附件：1.邯郸市与全国省会及热点旅游城市通达方式示意图

2.邯郸市综合交通“十四五”及中长期规划铁路、高速

公路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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