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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
记者张阿春报道 辽宁中部环线高速
公路铁岭至本溪段昨日上午通车，这
意味着全长400公里的辽宁中部环线
高速公路全线贯通，实现闭环。这条
高速连接起沈丹、沈大、沈山等7条高
速公路，铁岭、抚顺、本溪等辽宁中部
城市可高速直连，无需绕远。

新增5座收费站和
2处服务区

昨日 9 时许，辽宁中部环线高速
公路铁岭至本溪段（以下简称铁本高
速）英守服务区已经做好迎客准备，

这里是铁本高速新建的两处服务区
之一。服务区外设计速度80公里/小
时、双向四车道的铁本高速于昨日11
时正式通车，将为铁岭、抚顺、本溪三
市之间的交通出行带来极大便利。

铁本高速是辽宁中部环线高速
公路的一部分，起点位于铁岭市铁岭
县腰堡镇北，与辽宁中部环线高速公
路新民至铁岭段对接，途经抚顺市、本
溪满族自治县，终点位于本溪市明山
区高台子镇，与丹阜高速公路相接，路
线全长 119公里。2016年 7月全面开
工至今，共建设 8座互通立交、2座隧
道、23座大桥和32座分离式立交。

铁本高速新建的5座收费站分别

为李千户收费站、三岔子收费站、东
洲收费站、石文收费站、高官收费
站。新建的 2 处服务区为英守服务
区、李千户服务区。

铁岭抚顺间高速里
程缩短至50公里

辽宁省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杨昊介绍，在铁本
高速通车之前，开车从抚顺到铁岭要
途经沈吉高速、沈阳绕城高速、沈四
高速绕成一个“U字形”，行驶90公里
才能抵达。铁本高速通车后，铁岭与
抚顺直线可达，里程缩短到50公里。

辽宁省交通建设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副总经理、铁本项目指挥闫大伟
称，铁本高速的开通，不但为黑龙江、
吉林以及辽宁省北部地区与抚顺、本
溪、丹东地区交通联系开辟了新的通
行路线，还能疏导外省的过境车辆、
缓解沈四高速的通行压力。

辽中环线高速闭环
连接中部城市群

铁本高速的通车也意味着全长
400 公里的辽宁中部环线高速公路

（G91）全线贯通。辽宁中部环线高速公
路是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中五条地区

环线之一，是东北区域公路网布局“五
纵、八横、两环、十联”中的重要一环。

这条高速公路将辽宁中部城市
群铁岭、抚顺、本溪、辽阳、辽中、新民
连接在一起，与沈丹、沈大、沈山、沈
彰、沈康、沈四、沈吉 7 条高速公路衔
接，形成了辽宁城际高速公路、东北
区域交通骨架网络。

杨昊称，辽宁中部环线高速公路
全线贯通后，奠定了辽宁东北交通枢
纽的地位，还将成为一条以沈阳为中
心、连接辽宁中部城市群的经济环
线，为加快沈阳经济区的发展、振兴
东北老工业基地提供更加完善的交
通保障。

铁岭至本溪段高速公路昨日通车
辽宁中部环线高速贯通 铁岭抚顺间里程缩短至50公里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
记者李那报道 2019 年 1 月 5 日零时
起，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将
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计划新增开旅
客列车 38 对，调整运行区段 20 对。
实施新图后，沈阳局集团公司开行的
图定旅客列车对数为 347 对，其中动
车组列车194对。

首开沈阳北至北京南间
一站直达高铁

新图对沈阳北站～北京南站的
G218/7次高铁列车进行优化调整，取
消天津站停站；对吉林站～北京南站
的 G240/39 次高铁列车进行优化调
整，取消唐山停站。实施新图后，沈
阳北至北京南间的最短运行时间由
原来的 3 小时 58 分压缩到 3 小时 45
分。据沈阳铁路部门介绍，这是沈阳
市首次开行一站直达北京的高铁列
车，也是沈阳至北京间运行时间最短

的高铁列车。

京沈高铁承德南至沈阳初
期安排日常线列车12对

京沈高铁承德南至沈阳段开通
运营初期安排包括日常线动车组列
车 12 对，分别是：承德南站始发和终
到 3 对，分别是沈阳南站～承德南站
的 G3702/1次，沈阳北（沈阳）站～承
德南站的 G3704/3 次，大连北站～承
德南站的G3724 G3723次；牛河梁站
始发终到 1.5 对，分别是沈阳南站～
牛河梁站的 G8151、G8152/3次；朝阳
站始发终到 4.5 对，分别是大连北站
—朝阳站的 G8160次，沈阳南站～朝
阳站的 G8164/3 次，沈阳站～朝阳站
的 G8166/5 次，沈阳北站～朝阳站的
G8162/1、G8168/7 次；阜新站始发终
到 3 对，分别是沈阳南站～阜新站的
G8172、G8176次，沈阳北站～阜新站
的 G8171、G8178/7次，沈阳站～阜新

站的G8175次。

新通高铁开通运营初期
安排动车组列车12对

新通高铁开通运营初期安排包
括日常线 10 对，分别是：通辽站至北
京站的 D50/47/50 D49/48/49 次，通
辽 站 至 大 连 北 站 的 G8148/5/8
G8147/6/7 次，通辽站至长春西站的
G8134/1 次，通辽站至沈阳南站的
C1108/5、 C1102/3、 C1112/09、
C1110/1、C1124/1、C1114/5、C1140/
37次，通辽站至沈阳北站的C1116/3、
C1118/9、G8132/3 次，通辽站至沈阳
站 的 C1104/1、C1106/7、C1120/17、
C1122/3、C1138/9次。

周末线动车组列车 1 对：通辽
站 至 沈 阳 站 的 C1136/3 C1134/5
次；高峰线动车组列车 1 对：通辽
站 至 哈 尔 滨 西 站 的 G4320/17
G4318/9 次。

沈阳南站安排开行始发
和终到动车组列车36列

新图对沈阳枢纽动车组列车始
发和终到站进行优化调整，由沈阳、
沈阳北站新调整到沈阳南站始发和
终到动车组列车14列。实施新图后，
沈阳南站共安排办理旅客乘降的动
车组列车 101 列，其中始发和终到 36
列，经停办理旅客乘降65列。

长春西站安排开行始发和终到
动车组列车 21 列。新图还对长春枢
纽动车组列车始发和终到进行了优
化调整，由长春站新调整到长春西站
始发和终到动车组列车16列，另外新
增开长春西站始发和终到动车组列
车5列。

实施“新图”后，长春西站共安排
办理旅客乘降的动车组列车 128 列，
其中始发和终到21列、经停办理旅客
乘降107列。

明年1月5日沈阳首开直达北京高铁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
记者张阿春报道 今年年底，在沈阳
有望使用手机扫码乘地铁、公交，乘
客只需要使用随身携带的手机即可
无卡畅行。

昨日上午，记者来到沈阳地铁二
号线工业展览馆站，部分闸机已经
完成扫码设备安装。沈阳地铁互联
网支付改造项目负责人刘云江介
绍，沈阳地铁于今年 10 月 30 日起相
继启动部分公交线路机具和地铁闸
机互联网支付功能升级改造工作，
11 月 15 日起启动移动支付内测工
作。升级后的地铁闸机和公交车载
机除支持盛京通卡刷卡功能外，还
将支持手机二维码支付方式以及手
机NFC支付。

其中，二维码支付将依托盛京通
互联网应用平台进行，也就是正在调
试中的“盛京通”APP，该平台将提供
地铁、公交以及盛京通卡线上服务功
能，包括线上充值、二维码扫码支付
管理、列车时刻查询等多种功能。

在改造后的闸机上，方形的二维
码扫描口位于刷卡区下方，上面有明
显的文字标识。刘云江称，目前，沈
阳地铁闸机互联网支付改造工作正
在进行中，一、二号线共 47 个车站都
会有扫码进出站的闸机，214 路、225
路、138 路、301 路公交线路已完成车
载机具改造工作。二维码扫码乘车
有望在今年年底投入使用，具体时间
将根据系统调试进度确定。

【焦点问答】

问：手机扫码乘地铁、公交的具
体步骤有哪些？

答：第一步：在手机上下载“盛
京 通 ”APP，注 册 成 功 后 使 用 银 联
卡进行充值；第二步：进站后在手
机 APP 上生成二维码，对准进站闸

机的“二维码扫描口”；第三步：扫
描 成 功 后 ，闸 门 打 开 、进 站 ；第 四
步：出站时，再次扫描二维码完成
扣款后出站。

问：“盛京通”APP 现在可以下
载吗？

答：目前还不能，要等到正式投
入使用时才可以下载。

问：在网络不好的情况下还能生

成二维码吗？
答：网络不好时也可以生成二维

码，不影响支付和通行。
问：使用手机扫码乘车，进出站

效率会降低吗？
答：不会，经过测试，如果熟练使

用扫码乘车，一分钟可以通过 45 人，
跟使用实体盛京通卡通过闸机的效
率差不多。

沈阳人有望年底用手机扫码乘地铁公交

待设施投入使用后，乘客将手机屏幕上的二维码对准扫描口即可通过闸机。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张阿春 摄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
沈客户端主任记者经淼报
道 我省围绕污染防治、优
化营商环境、支持民营经济
发展、创新社会治理、保障
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向社会
公开征集 2019 年度省政府
立法项目建议。

根据省政府立法工作
总体要求，决定从即日起向
社会公开征集 2019 年度省
政府立法项目建议。征集
立法项目建议的截止日期
为 2018 年 12 月 22 日。广大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
就 2019 年度省政府立法计
划提出立法项目建议。

重点征集推进供给侧
结 构 性 改 革 、深 化“ 放 管
服”改革、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
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国资
国企改革、支持民营经济
发展、创新社会治理、保障
和改善民生等方面的立法
项目（包括制定、修改、废
止项目）建议。

提出立法项目建议，应
当遵守宪法和法律，符合地
方政府行政立法权限，符合
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
情况。立法项目建议至少
包含以下内容：立法项目的
名称、立法的必要性、所要
解决的主要问题、拟确立的
主要制度以及有关情况的
说明。立法建议项目已有
代拟稿的，欢迎提交代拟稿
以及立法参考资料等。提
交立法项目建议的，单位请
注明单位名称、联系人及联
系方式；个人请注明姓名和
联系方式。

对收集到的立法项目
建议，省司法厅将会同有关
部门按照科学民主决策的
要求进行充分研究论证，依
照法定程序决定是否列入
2019年度省政府立法计划。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可以通过信件、传真和电子
邮件等多种书面形式，提交
政府立法项目建议。

通讯地址：辽宁省司法
厅（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东路
38号甲）

邮编：110032（信封上请
注明“立法项目建议”字样）

电 子 邮 箱 ：chenfzb@
163.com

我省向社会征集
明年省政府
立法项目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