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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渤海海峡跨海通道规划建设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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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101)

　　摘 　要 :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可以改变中国的铁路运输和公路运输等现有的交通格局 ,

对环渤海经济的发展会产生很大的推动作用 ,对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至关重要。建设该通道不仅是经济问

题 ,还是一个技术问题。是否可建 ,何时建 ,需要充分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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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渤海海峡跨海通道是国家级的重

大工程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社会的飞速发

展 ,有可能提出和建设一系列重大的基础设施工

程。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一些重大基础设施

工程来做支撑和保障。这些年 ,大家可以看到磁

悬浮列车、长江大桥一个个重大项目在建 ,还有高

速铁路 ,京津高速铁路也开始运行 ,京沪高速铁路

在勘探筹划设计 ,这些项目一直在搞。

　　我长期搞区域发展以及国土资源开发 ,涉及

到宏观布局。海峡通道这个概念已经有 ,而且包

括很多内涵。今天我们重点讨论的是未来的通道

问题。渤海海峡跨海通道毕竟在海底 100m 以

下、长度 100km以上 ,两边还要包括隧道的引出

部分。隧道长度目前是世界第一 ,公铁通道需要

投入两千亿元以上 ,因此 ,这个工程建成以后 ,可

以改变中国的铁路运输路网和公路运输 ,改变现

有的交通格局。隧道建成后山东、辽宁两大半岛

的交通运输将大大加强。干线铁路的年运输能力

可以达到四千万吨至五千万吨。国家在立项时肯

定要考虑运输能力、客货流等多种因素 ,考虑隧道

建成后的收益 ,而且隧道建成后两个半岛的铁路

运输线都需要改造。因此 ,这个工程可不可以开

工 ,不是哪一级部门哪一级政府说了算 ,而应该是

由国家最高决策部门决定的。

　　二、兴建渤海海峡跨海通道既是个经

济问题又是个技术问题

　　渤海海峡这个地方的地质并不复杂 ,海上的风

浪也不是特别严重。技术问题和经济问题结合在

一起就成为重大的技术经济问题 ,就要进行论证。

目前一般来说 ,开隧道、架桥梁技术上都是可行的。

但是 ,技术上可行并不一定就能够行 ,还要靠经济

上可行。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可以改变中国整个运

输格局 ,加强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关内和整个东北

地区的联系 ,经济上的客货流变化带来的经济效益

很大 ,能够绕开天津枢纽和北京枢纽 ,缓解京山铁

路、京沪铁路甚至京广铁路的运输压力。这不仅是

隧道问题 ,是整个关内关外的运输系统、运输枢纽、

运输工程的一个重大调整。渤海海峡跨海通道未

来的经济效益如何 ,经济上要付出多大代价 ,技术

上要克服哪些困难 ,这些技术上的困难转变为经济

问题 ,需要巨大投资的海底隧道工程 ,巨大投资的

勘探、建设、维护安全 ,必须进行系统的研究。我希

望这个研究加大自然科学和经济科学的交叉 ,真正

论证出从经济上是合理的 ,技术上是可行的 ,那样

才能说服有关决策部门 ,共同做这些事情。

　　三、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对振兴东北至

关重要

　　东北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及内蒙古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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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面积在 150万平方公里以上 ,人口大概有 1. 2

亿。东北过去的经济总量比山东高出将近一倍 ,

只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速度比关内的沿海地

区低一些。建国初期全国建设的“156”项工程 ,

东北就有四五十项 ,奠定了我国现代工业的基础。

但是 20世纪 80年代开始 ,东北经济出现了结构

性的危机 ,促使国家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进行整改 ,

从 1999年到 2002年对老工业基地进行新一轮的

开发政策的实施 ,即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

东北的工业系统制造业基础仍然非常好 ,作为制造

业的门类是全的 ,技术是好的。东北的原油产量、

加工能力很大 ,化工设备制造、矿山设备制造、输变

电设备制造 ,还有机车车辆生产都具有很大优势。

　　另外 ,东北农业基础最好。现在农业问题对

于国家也非常关键。这些年全国搞低端产品的

“世界工厂”,我国的 GDP大幅度上升。低端产品

的“世界工厂 ”在过去十几年的道路是基本正确

的 ,但是现在已经到了尽头 ,必须进行调整。而东

北在这方面没有有些地区那么严重 ,人和自然资

源比较协调 ,资源和产业比较协调 ,东北的结构问

题 ,一旦经过调整以后 ,发展将会很好 ,因此东北

的发展潜力是巨大的。东北在东北亚具有核心地

位 ,而东北亚的地缘关系对中国的发展很重要。

我们跟俄罗斯的关系 ,东北处在一个很重要的位

置 ,而关内的一些地区没有这么好的结合条件。

　　东北地区与关内的联系比较紧密。但进出关

近十几年都成问题 ,煤等资源运不进来 ,把煤运到

大连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山海关运输问题。但

通道要通过天津这一枢纽 ,因为北京运输压力很

大。所以从铁路网来看 ,最应解决的是通道问题。

关内的交通问题主要是解决安全性 ,在这种情况

下 ,北京枢纽和天津枢纽破坏了 ,山海关铁路通道

堵塞 ,特别是国防 ,紧急情况下部队运输必须通过

这个跨海通道。在经济上这一通道是未来俄罗斯

与大半个中国连接的便捷而又安全的通道 ,在缓

解交通压力时将发挥重要作用。渤海海峡跨海通

道在今后的发展中将成为中国与俄罗斯联系的中

间环节 ,未来将发挥更大作用。这几年运输方式

呈现多样化 ,公路运输尤其是高速公路的运输发

展很快 ,但铁路运输仍然是不可替代的。南北能

源运输是渤海的港口代替过去的京广线和京沪

线 ,东北现在的客、货流主要是东北的粮食、大豆、

机器、成品油的外运。未来从东南沿海、华东南

部、山东到东北的客货流不断发展 ,客流主要是传

统的联系 ,随着 GDP的提高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 ,山东半岛跟东北的联系逐渐增加 ,山东人非常

乐意去东北从事各种经济活动、旅游 ,甚至进入俄

罗斯 ,而且山东半岛与东北有渊源联系 ,因此 ,这

种客货流是可以预测的 ,客流是不断发展的 ,这种

经济效益是非常可观的。

　　运输线路的另一重要指标是机动性。例如 ,

目前我们与新疆的联系主要就是兰新线 (兰州—

乌鲁木齐 ) ,尽管现在在改造 ,但整个西北部只有

一条干线是不够的。兰州作为西部的枢纽 ,一旦

出现问题 ,整个西北的发展和国防安全都会受到

影响 ,所以国家正在从内蒙古的河套到新疆建设

新干线。因此 ,结构性和机动性非常重要。日本

的津轻海峡 ,是上世纪 60年代到 80年代建成的 ,

尽管有些地方很深 ,勘探了 20多年 ,但总工程量

要比这项工程小。由于现在还没有正式立项 ,因

此 ,不可能进行正式的勘探。因此 ,勘探、开发、建

设什么时候搞 ,要视具体情况而定。英吉利海峡

长 37千米 ,包括隧道引出的部分共 50千米 ,但是

英吉利海峡理论上的准备 ,英法国家各方面的舆

论和设计工作加在一起时间很长。我相信我们中

华民族有能力把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工程建设好。

　　四、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兴建时机十分

重要

　　我认为一些大工程建设关键是抓住时机 ,京

沪高速铁路是可以延缓时间开工的。京沪铁路是

三条最大的铁路之一 ,每年的货运量是 5000万吨

左右。现在煤炭经过秦皇岛大都经过海上运往南

方、运往上海、运到长江三角洲。北京到上海的飞

机航班每周是 300左右 ,就像公共汽车。高速铁

路建成后的特点是站点不多 ,发出频率高 ,每 5至

10分钟一列。现在的烟大铁路轮渡 ,每天是 3

班 ,这就需要我们对未来的发展进行预测。如果

京沪高速铁路建成后 ,每隔 10分钟不能发一列火

车的话 ,我认为是很遗憾的。如果能够做到 ,现在

正常的一列火车都是 16个车厢 ,高速铁路一列车

至少也应该 5—8节车厢 ,那么需要多少旅客才能

满足它 ,必须充分论证。

　　总之 ,这样一条通道很值得期待 ,但是其经济

上、技术上和安全上的可行性如何还需要深入研

究和论证。

(责任编辑 　沂 　溪 )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