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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镇扬一体化发展列为全省战略，今年将取得实质性进展

大数据图解“宁镇扬一体化”

南京 、 镇江 、 扬州 ， 这三个
城市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被如
此紧密地联系着 。 无论是去年
11 月江苏省第十三次党代会 ，

核心
提示

还是今年刚刚闭幕的江苏省
两会 ”， 以及正在召开的扬州
—宁镇扬一体化都成
两会 ”——
了大会的关键词 。
“
“

发展格局 “一带三圈四轴”

【交通网络】
逐步形成高快结合、公铁结合的全天候、复
合型城际运输通道，满足宁镇扬主枢纽站半小
时通达、主城区之间一小时通达

【空间格局】

一带

沿江发展带

新型工业化 、 城镇化的重
点区域以及长江国际航运物流
和金融商务中心的核心载体

宁扬通道
形成由高速公路、快速路、普通铁路、城
际铁路、都市圈轨道构成的复合运输通道

三圈

完善南京-六合-扬州传统运输走廊：
快速化改造328国道，规划建设北沿江高
铁
加快建设南京-龙潭-扬州走廊 ：
规划新建龙潭公路过江通道 ，实现龙潭
与仪征之间的跨江对接 ；研究规划宁扬城际

次紧密圈层
（中小城市区 ）
外围圈层

宁镇扬中心城区
为核心构成
紧密圈层
（城市新区 ）

（

生态休闲城镇区 ）

扬镇通道
加强扬镇跨江通道建设，形成东、中、西
全方位布局的复合运输走廊，构建润扬滨江
地区完善的同城交通网络，促进扬州与镇江
的跨江融合发展

四轴

以重大交通通道为依托 ，形成

扬滁发展轴 淮宁杭发展轴
镇马发展轴 淮扬镇发展轴

四条发展轴

【市民福利】

通讯员 尤海勇 沈诗贵
记者 孙炎 制图 袁亮

最新进展

【重点项目】

今年

去年5月，宁启铁路复线
电气化改造完成并通动车
去年9月，扬州正式开通
开往南京的早班动车

74
个
项目中

交通基础设施项目

南京 11 个

宁镇扬实现
公交卡同城通刷
并互享当地优惠
推动 建 立 宁 镇
扬三市共享的预约
挂号平台 ， 异地长期
居住参保人员实现
异地就医联网结算

74个重点项目助推一体化

铁路和城际轨道 ：推进北
沿江高铁 、 扬马巢城际铁路 、
南沿江城际铁路 、镇宣铁路等
前期工作 ， 重点推进宁句 、宁
扬城际尽快形成整体方案
国省公路 ： 加快328国道
南京至扬州段等项目进展

签订《宁
镇扬公共图
书馆区域合
作联盟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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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 镇江 扬州

扬州 13 个

交通基础设施占比近半

轨道交通 ： 加快推进北沿江高
铁 、 京沪高铁宁扬联络线 、 宁扬
城际轨道交通建设 ；
公路交通 ： 尽快启动实施 328 国
道快速化改造 ，开工建设五峰山
过江通道北接线工程

镇江 7 个

宁句城际轨道 、 宁镇
城际轨道 、扬马城际轨道 、
镇江东 ( 经句容 ) 至南京南
站城际轨道等
扬马城际轨道 ， 初步
规划起于镇江东站 ， 连接
禄口机场 ，全长85公里

轨道
交通

加快推进连淮扬镇铁路 、 扬
州高铁综合枢纽等项目建设
推动宁扬城际轨道交通开
展研究对接等前期工作
推动北沿江 、 扬马铁路 、 京
沪高铁宁扬联络线等一批重大
项目开展前期工作

力争启动实施 328 国道快速
化改造 、南京绕越高速新篁互通
与353省道连接线工程
加快五峰山过江通道北
接线工程建设进度

港口
机场

【科教及产业合作】
积极推动南京邮电
大学扬州研究院、东
南大学扬州研究院、
扬州大学镇江高新
技术研究院等跨区
域合作平台建设

加强扬州与
南京联创集
团等机构的
深度合作

【公共服务】
交通服务

公路

加快 “ 一市一港 ” 建设 ， 共
同打造宁镇扬组合港
加快高邮湖西通用机场
的规划研究与建设

活动赛事

完成仪征至六合的公交线 积极参与南京都市
路对接并力争开通
圈龙舟大赛 、 宁镇
扬城市足球邀请赛
医卫服务
和相邻区域相关群
建立完善宁镇扬三市 体活动 ， 推进体育
统一预约挂号平台功 电子消费卡三地场
能 、远程医疗系统 ， 加 馆通用
快推进医疗保险异地
就医联网结算机制

“宁镇扬一体化”
迎大战略大机遇
2016.9.27

扬州市第七次党代会召开

市委书记谢正义作《迈上新台阶、
建设新扬州，奋力谱写好中国梦第一
个百年梦想的扬州篇章》报告，明确将
“推进跨江融合发展、宁镇扬同城化和
沿江沿河联动发展”作为扬州未来五
年要干成的十件大事之一
2016.11.16

江苏省政府召开推进
宁镇扬一体化工作座谈会
明确提出围绕基础设施、产业布
局、公共服务、旅游开发、生态保护等
“五个一体化”建设目标和思路举措

“宁镇扬一体化”扬州在行动
【交通基础设施】

西部走廊 ：
推进两市城市轨道交通跨江对接
中部走廊 ：
推进都市圈轨道扬马线扬州至镇江段
建设 ；规划新建焦山过江快速路
东部走廊 ：
加快建设五峰山过江通道 、连淮扬镇铁
路 ，加强两市东部江都区 、扬州生态科技新
城 、大港 、丹阳之间的联系

【旅游开发】

宁镇扬联合开展旅
游线路产品推介会
加快推动宁镇扬
旅游一卡通
联合策划旅游精品线路
开发“世园会”
“省园会”等
旅游资源

【生态环境保护】

加快实施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
实施镇扬河段 推动建立健
三期工程，开展 全环境治理联
南水北调东线 防联控机制和
一期调配套工 跨区域生态补
程前期工作 偿机制

2016.11.18

江苏省第十三次党代会召开
省委书记李强在报告中明确提出：
顺应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进城市化
的大趋势，发挥南京特大城市带动作
用，推动宁镇扬等板块一体化
2017.2.6

江苏省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开幕
省长石泰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
出：将宁镇扬一体化列为今年的重点工
作之一，明确“推动宁镇扬一体化取得
实质性进展，促进沿江城市集群发展、
融合发展”

